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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發展間的爭辯 
— 論新政府的大陸政策 

 
趙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民進黨籍前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未來兩岸關係的走向成

為眾所關切的議程。在未來四年間，兩岸關係極可能成為新政府的主要

困擾，使得陳水扁的施政空間相對壓縮，假如處理不當，不排除兩岸關

係或有向下探底的可能。對新政府而言，未來的兩岸關係能否維持平

穩，實繫於新政府是否能夠在安全與發展之間尋得平衡。本文將自新政

府所面對的外在（中共）壓力，其所可能推出的政策，以及其所面臨的

問題三個面向加以分析。 

 

一、中共對新政府的政策調整 

    針對臺灣空前的政治變遷，北京的因應明顯不足，在傳統上對民進

黨的認識不足、內部壓力增加、以及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下，不論是對

新任總統、或是臺灣的生存空間，北京方面都展現了前所未見的壓力。

在新任總統的大陸政策方向尚未釐清之前，北京採取「圍圓打點」策略，

先訂定出未來雙方交流的大架構，對陳「聽其言，觀其行」，同時，增

加對陳水扁的政策環境與相關人士的壓力。在新政府政策逐漸明朗後，

北京是否會繼續提供臺灣以安全與發展的雙重空間？其政策如何調

整？類似問題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自臺灣內部而言，隨著兩岸關係的

激化以及圍繞著新政府相關政策調整的爭議，勢將埋下新一輪的統獨之

爭論，刺激原已逐漸淡化的族群意識。 

 

    在此一過渡期間，中共的「圍圓打點」政策不排除同時壓縮臺灣的

安全與發展空間，迫使台北讓步。具體內涵如下： 

    （一）對總統當選人持續「冷壓」：在總統大選期間，北京方面針

對候選人陳水扁曾經發動四波文宣攻勢，一月二十八日錢其琛、陳雲林

首先發難，展開不點名批判，接著於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一個中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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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在三月中旬投票前夕亦即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開會期間，解放軍與會代表重申「台獨即戰爭」的威脅，朱鎔基總理

隨後於閉幕後舉行的記者會上，發出「誰搞台獨就沒有好下場」的強硬

聲明。 

 

    選後在「聽、觀」政策的前提下，中共傳媒對陳水扁噤聲，但卻不

斷放出對新任總統沒有期待的訊息，增加壓力。 

 

    （二）政策底線清楚上升，過去中共就兩岸相關重大問題採取相對

模糊化的政策，不強迫臺灣在統一、族群和文化認同等方面表態，但近

來北京方面在「一個中國」議題上，已展現了自對李總統的消極批判到

對陳總統的積極要求的轉變。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後，中共各級涉台事

務領導人利用各種場合，不斷提出認同「一個中國」作為未來兩岸交流

的前提，改變前此對三通只求對等不設前提以及對「政治對話逐步過渡

至政治談判的程序性議題」的復談條件。 

 

    北京方面於二月二十一日發佈的白皮書中，明白述明武力犯台的

「三個如果」—如果出現臺灣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

如果出現外國侵佔臺灣；如果臺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

兩岸統一問題時，則「中國政府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

括使用武力、來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三

個如果」中增加了兩岸統一問題談判若無限期推遲，也構成中共武力犯

台的新條件，令人震驚。 

 

    根據香港方面傳來的訊息，在四月初國務院轉發的一份文件中，錢

其琛對「三個如果論」予以全面性解釋，使得未來不論是臺灣加入美、

日主導的戰區飛彈防禦體系、研發核子或生化武器、或否定世界上只有

一個中國、堅持以臺灣的政治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與大陸差異擴大

因而拒絕談判等，都構成武力犯台的內容。 

 

（三）出現要求訂定統一時間表的呼聲：人民日報在三月十三日發表評

論員文章，提出從「政治上戰略上考慮，提出了解決臺灣問題要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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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 

 

（四）軍事上持續施壓：三月二十八日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中共已在

福州附近部屬新型的 S-300 型防空飛彈，射程幾可超越海峽中線，可用

以掩護具攻擊性的飛彈與軍機行動，且有可能攻擊美國的海基型巡弋飛

彈，未來中共也將繼續在廈門和浙江等地部署同型飛彈。 

 

    為了達到「圍圓」的目的，中共似乎考慮增加經貿手段的壓力，要

求修正「不以兩岸政治分歧影響經貿交流」的既定政策的聲音浮現。過

去在「以商圍政」的考慮下，北京方面希望擴大兩岸經貿交流，提高交

流層次，實行政經分離政策，不論雙方政治氣候如何，均不影響中共吸

引台商與擴大兩岸經貿交流的政策。 

 

    針對民進黨籍候選人可能當選總統，國台辦副主任兼海協會常務副

會長唐樹備在三月十六日表示，一旦臺灣出現分裂，「十幾年來形成的

兩岸經貿交流，可能受到嚴重危害，臺灣很難每年從大陸得到一百五、

六十億美元的順差。」國台辦另一副主任李炳才於四月八日提出類似警

告，聲明「個別臺灣工商界領袖一方面在島內公開支持台獨，另一方面

又在與大陸的經濟活動中撈取好處，大陸方面絕對不允許這種作法」。 

 

    近幾年中共在制定對台政策過程中，要求經貿利益對等的聲音逐漸

浮現，此於中共公佈兩岸直航及貿易管理辦法時，外經貿部和交通部便

有此議。此次總統大選中，若干直接在大陸有投資項目的台商名列陳水

扁「國政顧問團」名單，促使大陸部份人士要求檢討原先的「以商促政」

政策。據聞上海市台辦主任張志群曾對長榮、大陸工程和宏碁集團駐上

海代表「曉以大義」，而前述廠商在大陸的新投資案亦已受到影響。 

 

    至於兩岸爭執最烈的國際空間問題，在國台辦公佈的「一個中國」

白皮書有大篇幅描述，預料未來雙方就此問題的矛盾，也將隨著新政府

的外交活動的開啟逐漸激化。 

二、新政府大陸政策概覽 

    新政府就任以前，大陸政策輪廓無法盡窺，然自陳水扁先生競選期



「台海安全與新政府的挑戰」研討會  

 

4

 

間所發表的「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以及當選後的若干言論，似可

將之概稱為「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交流政策」，其特點是刻意模糊化兩

岸定位，同時促進交流積極化。 

 

    由於「跨世紀白皮書」將兩岸定位為「國與國的特殊關係」，主張

「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互不統治、互不管轄」的國

家，加上民進黨過去對台獨的主張，使得新政府如何處理「一個中國」

問題，乃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目前有關「一個中國」的爭議，似有五個版本： 

    （一）內鬆外緊法：兩岸之間模糊化，國際社會上則明指中華人民

共和國。北京當前的政策，主張兩岸之間只管「一個中國」之名，不管

內容為何，解釋模糊化，但在運用於國際事務，則有內外之別，因此，

一九九二年北京方面同意「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

涵義」，但在國際社會上，則堅持「三段論法」：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二）各自表述原則：國民黨主政期間，不論是過去號稱代表中國

唯一合法政府時期，或是後來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精神上均可理

解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原則的發揮。 

     

（三）一中一台論：民進黨過去主張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建國，後

來改稱臺灣海峽一邊一國，此岸之國已經事實獨立，勿須再行宣佈。此

論主張北京對「一個中國」具獨佔權。 

     

（四）一中兩政治實體：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一方面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在偶然提及「一個中國」原

則時，仍刻意模糊，不提內容；在另一方面，卻與中華民國保持相當層

級的官方關係，堅持兩岸問題的解決，必需獲得臺灣民眾的認同，雙方

保持準官方的外交關係。然而此一模式在「新三不」政策出爐後，模糊

性漸失，矛盾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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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糊定位各不表述：陳水扁先生目前的作法，似有意另闢蹊

徑，在「一中一台」與各自表述間創造空間，既不宣佈台灣獨立，亦不

認同「一個中國」，主張將之議題化，迴避對「一個中國」原則作出承

諾。 

     

對民進黨而言，自過去的「一邊一國」到「一個中國議題化」，勿寧

已是立場上的重大調整，但在開展兩岸交流的前提下，再作調整的壓力

仍在，「各自表述」乃各方所期盼的底線。 

     

自彼岸的反應而言，香港傳媒文匯報專文一方面批評「一個中國議

題化」乃自根本上否定一個中國、否定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時

也肯定「各自表敘」可以「換得最長的觀察期，甚至可能不需什麼觀察

期，兩岸皆大歡喜」。但在另一方面，大陸學者則多認為在「特殊國與

國」的影響下，「各自表述」等於事實上承認「兩個中國」，因此必需有

進一步表示，無法再以類似模式處理。新政府的立場與北京的期待尚有

相當距離。 

     

自政策面而言，「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提出的大陸政策的主軸，

在於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凝聚國家定位共識，建立穩定的互動機制，

發展經貿合作關係，這種將國家安全與兩岸互動平行對待的處理原則，

似乎是未來新政府大陸政策的主要思考。若然，則此一平行化的政策理

念，也勢將面臨多重挑戰。 

     

將台灣安全與兩岸互動平行化，或可將新政府的大陸政策概稱為以

「國家安全為主軸的交流政策」，至今所提出較積極的方案，是對三通

的考慮開放。 

     

新政府似乎有意以提高兩岸之間的交流層次，換取北京方面對國家

定位的讓步。因此，主張全面對等開放海上航運，並在我方負責航線經

營和利潤共享的原則下，開啟空中客運的往來。在另一方面，則以透過

軍事信心建立機制，逐漸打開雙方軍事活動，進而根據「德國模式」求

取和平協定的簽署，雙方放棄武力干預，疆界互不侵犯，國際上平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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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在安全與發展平行思考的邏輯導引下，此一理想固有可行性，但在

中共有意將兩者相聯的情況下，此一政策在推行上可能遭致難以克服的

限制。北京方面一再聲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好談」，反之，

是否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未有共識前一切免談？就此，新政府面臨的壓

力不言可喻。 

 

三、未來面臨的問題 

    在競選期間和當選後，陳水扁總統曾發佈多項重要演說，闡明兩岸

關係於臺灣未來之重要性，並提出若干具有創見性的意見，其中包括所

謂的「三不政策」—（除非中共武力犯台）不主動宣佈台灣獨立、不修

憲納入特殊國與國關係論、不將公投決定臺灣前途入憲。此外，陳總統

還提出不參與民進黨運作（似亦可以解釋為不需完全遵守黨章（尤其有

關臺灣住民自決這一部份）的約束）；願意赴大陸與中共高層人士會晤；

「一個中國」可以作為議題討論；積極歸劃兩岸直航等，予人耳目一新

之感，此外，新政府還享有下列優勢： 

 

--動員民進黨的支持者，凝聚全民有關兩岸交流的共識。長期以來

大陸政策由一黨主導，社會上有相當一部份人對決策過程趨於冷漠，他

們對若干問題的看法與實際情況有出入，新政府有機會就此形成更廣泛

的共識。 

 

--北京立場可能有所調整。長期以來中共面對的對手是國民黨，制

式思考難以改變，新政府上台後必須有所調整，否則關係難以突破。為

了因應新局，北京方面部份政策立場已有改變，如對國統綱領和「一中

各自表述」的重新肯定便是。 

 

--民進黨體質將再蛻變。長期以來民進黨習於反對黨的身份，有其

獨特思考方式，而今身為執政黨，必須面對施政的成效，對其原先台灣

前途的看法，應可再加入若干實證面的考慮後趨於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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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新政府的大陸政策的主要考慮，在於如何自消極的「反

對」，蛻變為積極的作為。不論民進黨過去大陸政策綱領，或是新總統

所提有關大陸政策的內涵，內容都偏重於消極的不作為或對現行政策的

反對，對如何積極規畫以舒解問題之本源，則著力較少。簡言之，新政

府在處理兩岸問題上，得面臨下列困擾： 

 

    （一）認同與兩岸定位的問題。 

    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灣本土化意識，與中國大陸飆漲的中國民族主義

格格不入，不論是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兩岸的差距在拉大之中，其所

造成的張力將考驗新政府的能力。在廢止動員戡亂條款後，為了因應兩

個政權事實存在的現實，國民黨的國家認同逐漸自中華民國轉為「中華

民國在台灣」，此一轉變對後來的兩岸互信顯然構成影響，新政府如何

將臺灣認同提昇至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包括對所謂「外來文化」的包容，

接受兩岸同文同種的說法，挑戰不少。於此，新政府的國家認同是否會

朝向「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傾斜，頗受關注。兩岸在事實分治外，是否

已經法律分治？新任副總統日前已有清楚說明。國旗、國歌的定位問

題，乃至於國統綱領的存廢等，都可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相關問題。 

 

    （二）不提台獨與國家統一的方向問題。 

    新政府的政策明顯地趨於消極的避趨台獨，但如何逃避中共「分裂」

的指控？也是新政府處理兩岸關係時不容迴避的問題。 

 

四、結論 

    新政府穩定兩岸關係的意圖至明，然而，兩岸之間的基本問題-互信

不足-並未改善，今後尚有惡化的趨勢。台北方面如何贏得中共以及包括美國在

內的國際社會的信任，顯然是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假如雙方無法突

破既有思考，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不高。若然，則新政府之抗壓以及緊

急應變能力如何？此亦眾所關切之舉。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的兩岸關係

有可能是大開大合的局面，新政府也有許多著力點應多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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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經濟發展特質制定全球經貿戰略 
 

范錦明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如果一切順利，我國與 PRC在今年即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

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國擴大全球經貿活動的好機會。也有一些人期

待，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我國可以與 PRC展開三通的談判，逐步

實現經貿關係正常化。 

 

 但是，在眾人的期待中，我從工業化國家過去五十年的經濟發展過

程，以及我國的經濟特質，卻看到勞工失業的問題將逐漸浮現，並且擔

心按照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否能夠克服這些問題？ 

  

最近，跨越斷層的概念，在國內已經是耳熟能詳，婦孺皆知，所以

我要借用這個概念，指出我國即將面臨的經貿斷層，然後從我國的經濟

特質，探討新政府如何制定全球經貿戰略，才能夠跨越斷層，並且在維

護我國經濟安全的前提下，逐步與 PRC發展經貿正常化。 

 

 本文分為五個部份，除了前言之外，第二部份從二次世界大戰後，

全球經貿易發展趨勢，探討我國的經濟特質；接著在第三部份，從我國

的經濟特質，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逐漸會面臨的斷層；然後在第四部份，

從總體經濟、國際經濟、知識經濟與經濟安全等層面，討論新政府如何

提升我國人民的開創力以跨越經濟斷層，如何通過在 PRC投資的台商，

協助當地人民提升生產力，爭取當地人民的支持以推動經貿正常化；最

後在第五部份總結本文的主要論點與政策建議。 

 

二、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質 

 1960年代，台灣由於內銷市場逐漸飽和，為了解決商品生產過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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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於是推動對外開放政策。不僅修改匯率制度，鼓勵商品外銷，並

且訂定各種獎勵投資辦法，吸引外商前來投資。適逢美國、日本和西歐

國家的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將生產線外移到工資比較便宜的

國家，或是透過貿易商，從工資比較便宜的國家，採購需要多使用勞動

力製造的零組件。擁有豐富高素質勞動力的台灣，因此能夠吸引這些工

業化國家的廠商和貿易商，前來設廠或下訂單。 

  

外商來台灣設工廠或下訂單，產生經濟學上所謂向後連鎖效果。一

方面這些外商企業把他們本身已經成熟，但是對台灣而言卻是相當先進

的生產與管理技術引進來，吸引台灣許多優秀的人才，到外商企業工

作。在學習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之後，有些人就相約出來創業，專門

生產一些零組件，供應給這些外商企業。另一方面，台灣許多中小企業

主，在接到外商第一份訂單時，已經洞燭先機，知道這是使本身企業邁

入國際市場的好機會，因此積極調整自己的生產線，成為外商的 OEM

工廠，根據外商所提供的技術、圖樣、規格、包裝、交貨期限等要求，

生產外商所需要的零組件。 

 

 台灣中小企業供應的物美價廉零組件，對外商產生向前連鎖效果，

幫助外商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結果又吸引更多外商前來台灣投資

設廠或下訂單。 

 

 更多外商前來台灣投資設廠或下訂單，又擴大對台灣經濟所產生的

向後連鎖效果，不但吸引台灣更多的中小企業投入生產，有些產業更是

開始進入熊彼得所謂的研究期，企業家為了降低成本，生產更多品質優

良的產品以滿足國內外消費者的需求，因此添置設備，成立研究部門，

積極從國內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以及海外留學生中徵求人才，對國

外引進的技術進行改良和創新，使自己的企業逐漸由外國企業的 OEM

廠，提升為 ODM 廠，把經過改良和創新，比外國企業原來所提供的樣

品，品質更佳，價格更便宜的商品賣給這些國外買者。 

  

台灣的中小企業這種積極努力，精益求精地降低生產成本與提升產

品質量，不但繼續吸引國外更多的訂單，把台灣逐步帶上國際市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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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並且促使政府在基礎建設與人才培育，投入更多資本。其所產生

的外部效果，又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本投入。1960年代以來，台灣就是在

這種向後連鎖與向前連鎖效果的良性互動下發展經濟。 

 

 所以，台灣 196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所呈現的特質是本身市場需求

有限，必須在國際上開拓市場。廠商規模普遍不大，但是靈活度相當高，

在追求利潤的驅策下，積極投入國際經貿體系，與跨國企業密切分工，

充分利用本身素質相當優秀的勞動力，提供價廉物美的商品，滿足國際

市場的需求。 

 

三、台灣經濟發展的斷層 

 過去五十年，科技文明的進步，使人類能夠創造更多的物資與財富。

但是，由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結構性失業問題長期無法解決，工業

化國家也好，開發中國家也好，一般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動盪不安。 

 

 動盪不安的根源主要出在創造物資與財富的過程，工業化國家的企

業家呈現風險躲避者的偏好傾向。由於工人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移動受

到限制，因此這些企業家就不斷地將生產設備由勞動成本比較高的國

家，遷移到勞動成本比較低的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這種產業外移過

程，雖然有助於企業本身擴大成為跨國集團，繼續維持國際競爭優勢，

但是產業外移所造成的貧富懸殊與失業問題，卻讓該國人民共同承擔。 

 

 而勞動成本逐漸提高，除了涉及勞動生產力與勞動市場供需之外，

也與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有關。工業化國家的政府，為了能夠繼續

執政，不斷釋出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以爭取選民支持。這些社會福利政

策的財政支出，主要由企業負擔，所以社會福利政策越多，企業僱用勞

動的成本也越高。在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沒有相對提高的情況下，企業通

常不會公然出來反對整個社會福利制度，而是默默地將生產設備外移，

以減少對當地勞動的需求。 

  

這種因為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使勞動成本超過勞動生產力，造成企

業將生產設備外移，工人就業機會減少的現象，工業化國家在 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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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發現問題的嚴重性。1980年代以來，美國和西歐各國政府，一方面

鼓勵企業進行組織再造，以提升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則克制本身社會

福利支出，以減緩勞動成本上升幅度。但是，二十年以來，祗有看到美

國經歷雷根、布希和柯林頓政府的努力，成功地降低失業率。其中有相

當大的部份，還是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歐洲聯盟

各國，雖然一再進行經貿整合，但是平均失業率仍然高達 10%，五年之

內是否能夠轉型成功，連歐洲聯盟本身的經濟學者都不敢樂觀。近鄰的

日本，最近三年才開始推動企業組織再造，失業率一再創歷史上的新高

點。經濟景氣的低迷，也許還要再拖延五年至十年，才能脫離困境。 

 

 台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不存在企業龐大到需要進行組織再造

以提升勞動生產力的問題。但是從 1990 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的外移情

況，以及失業率的上升，不禁讓我擔心，如果沒有能夠從經濟發展的特

質制定全球經貿戰略，而任由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台灣將步上工業化

國家的後塵，面臨高失業率問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是促使問題的提

早浮現。台灣的中小企業，基於風險躲避的心態，對投資高科技產業本

來已經有諸多顧慮。一旦我國與 PRC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投資高

科技產業的意願將會更低，如果社會福利負擔再大幅增加，廠商把生產

設備移往 PRC，利用當地相對比較低廉勞動力來降低成本，擴大規模成

為大企業以占領 PRC市場的誘因將會加強。五年之內，因為產業外移而

造成的失業問題，會成為國人最關心的課題。如何未雨綢繆以跨越這道

斷層，將挑戰新政府。 

 

四、台灣的全球經貿戰略 

 新政府要跨越即將出現的經濟斷層，有幾項工作必須著手規劃，並

積極推動，才能避免陷入工業化國家正在身受其苦的惡性循環，這些工

作主要包括： 

 

(一) 推動能夠提升人民開創力的社會福利政策 

 工業化國家傳統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從公平與效率的觀點，提供各

項服務，例如老年年金、醫療津貼、失業救濟等等，著重點都是在維持

或提升受惠者的消費能力。這種方式，雖然普遍受到歡迎，但是有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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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受惠者的工作誘因，對於整個國家的總體經濟不見得有利。所

以，美國在柯林頓執政之後，逐漸轉向提供各種教育津貼，著重點轉為

維持或提升受惠者的生產能力，其成效逐漸受到歐盟國家和日本的重視

與學習。 

 

 根據政策白皮書新政府即將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但是分析其政策

內容，還是傾向維持或提升受惠者的消費能力。人民是我國最寶貴的經

濟資源，人民生活的改善，當然必須優先重視。但是，在實施社會福利

的過程，如果不能同時提升勞工的生產率，將促使企業考慮將產業逐漸

外移，對台灣總體經濟反而不利。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人民更容易從各種資訊網路，接收資訊，再

經過自己專業訓練，將這些資訊變成對自己有用的知識，協助自己開創

各種就業或獲利機會。這種資訊、知識與開創力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引

起學者積極的探討。亞洲地區也已經有新加坡、香港和 PRC的政府在積

極推動知識經濟與開創力的研究。因為他們相信開創力將是決定國家或

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未來四年新政府應該積極支持這方面的研

究，並且根據研究成果制定可以普遍提升我國人民開創力的社會福利政

策。祗要人民的開創力能夠普遍提高，不僅個人可以不斷給自己創造就

業機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失業率，並且即使因此增加廠商的勞動成本負

擔，國內和國外的廠商也都會願意增加對台灣的投資。美國矽谷地區固

然是典型的例子，最近兩年印度的理工人才在電腦軟體方面顯現的高度

開創能力，更是吸引大批外商前往投資。 

  

所以，讓每個家庭都有能力運用網際網路，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成

員有能力應用英文吸收資訊，是新政府在未來四年可以積極推動的社會

福利政策。 

 

(二) 以全球三大科技核心區為主要商品出口市場 

 最近幾年由於 PRC政府官員的一再鼓吹，讓全球廠商誤以為中國大

陸的市場需求非常龐大，吸引不少跨國企業前往投資，想要搶先佔領市

場。這種論調，目前在台灣也相當流行。但是，事實上中國大陸雖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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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億人口，然而市場卻呈現雙元性。將近 12億的人口，由於平均收入

不高，祗對當地產品有購買能力。祗有分散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將近 5

千萬人口，由於承接改革開放的好處，收入大幅提高，不僅有能力經常

出國旅遊，並且偏好國外的名牌產品。儘管如此，PRC對售後服務站的

設立尚未開放，大幅降低他們對外國產品的需求。再加上 PRC金融體制

的各種弊端，在亞洲金融風暴的威脅下一一浮現，更增加外商在中國大

陸的投資風險。所以新政府一方面要建議廠商，審慎評估在中國大陸投

資可能遭遇到的各種風險，並且要積極獎勵廠商前往北美、日本和歐洲

聯盟各國開拓市場。這三大區域，仍然掌控全球科技發展，而且平均每

人國民所得高，購買能力強。過去是我國主要科技輸入國與商品輸出

口，未來仍然應該是我國最主要的科技輸入國與商品輸出國。所以新政

府更應該加強與這三大區域的經貿合作，經由向前連鎖與向後連鎖效果

的相互作用，不斷提升我國的國際市場競爭能力。 

 

 不過，我國企業普遍呈現風險躲避者的心態，寧願選擇將中小規模

的生產設備搬到中國大陸，擴大規模，生產已經熟悉的產品，也不願冒

然投資風險性高的科技產業。所以，新政府還必須設計一套租稅獎勵制

度，降低廠商前往北美、日本和歐洲聯盟投資，所承擔的風險與成本。 

 

(三) 協助台商鼓勵其中國大陸員工提升勞動生產力 

 最近，新政府成員，一直試圖對 PRC政府發出善意的訊息，希望緩

和兩岸緊張關係，但是都沒有得到回應。PRC領導人這種剛硬的態度，

也是反應其集體領導的特色。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以民主集中式進行

決策，很容易讓成員在會議中採取寧左毋右的立態，以免招致其他成員

的批判。所以，短期內新政府所有爭取善意回應的作法，都容易落空，

倒不如協助台商提升其中國大陸員工的勞動生產力，以爭取 PRC人民的

支持。 

 

 台商在中國大陸僱用的生產線工人，普遍祗有初中畢業程度，新政

府可以鼓勵台商增加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投資，例如，協助生產線工人，

利用工作閒暇，以上學或函授方式，學習更多技能，提升勞動生產力。

同時也勉勵自己廠內資質比較高的員工出來創業，成為自己工廠的部份



「台海安全與新政府的挑戰」研討會  

 

14

 

零件供應商。把外商在台灣投資所產生的向前連鎖與向後連鎖效果，也

在中國大陸發揮作用。不但可以提升當地勞動生產力，為勞工創造更多

收入，並且可以逐漸形成中衛體系，將部份多使用勞力的零組件在中國

大陸製造之後，運回台灣做最後組裝，再輸出到工業化國家。 

 

五、結論 

 本文簡單回顧過去 50年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質，以及工業化國家的經

驗，發現如果再按照 1990 年代以來的趨勢，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

後，經濟發展即將出現斷層，因為產業外移所造成的勞動失業會成為人

民最關心的問題，困擾著新政府的施政。 

  

本文建議，為了跨越斷層，新政府應該從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質，制

定全球經貿戰略，積極推動下列政策，包括： 

 (一) 推動能夠提升人民開創力的社會福利政策； 

 (二) 以全球三大科技核心區為主要商品出口市場； 

 (三) 協助台商鼓勵其中國大陸員工提升勞動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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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與挑戰 
 

林文程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公元 2000年 5月 20日是我國憲政史上的重要日子，一個得票僅 39.3

％的反對黨領袖將成為我國新一任的總統，這是我國政權首度的政黨輪

替。陳水扁先生將由李登輝總統手中接下領導我國的重責大任，但是他

所面臨的國內外情勢是相當嚴峻的。國內經濟、財政、社會、族群、文

化等等領域，存在的許多問題亟需解決，外在則中共的文攻武嚇似乎比

以往更加的迫切，美國、我國的邦交國、及國際社會其他關切台灣的國

家均非常關心新總統的外交政策，中共更是用顯微鏡來檢視新政府的外

交作為，而美國也透過各種管道來影響新政府的外交與大陸政策，然而

陳水扁先生的政黨在立法院仍然居於少數，外交政策能否順利推動當然

受到國人的關切。 

 

本文探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與挑戰，因為新政府必須在李總統所遺

留下來的外交資產之基礎上來施政，因此在探討新政府的外交挑戰之

前，必須先評估李總統所留下的外交資產。 

 

二、李總統留下的外交資產 

李總統執政十二年，強調台灣一定要走出去，具體的作法之一是鼓

勵政府首長經常出國訪問，增進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他本人也因此成為

1949 年以來，我國出國訪問次數最多的總統。1李總統也主張台灣要善

盡國際義務、爭取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尊嚴、重視非官方範疇的活動、

願意與友邦分享我國發展的經驗等等，對我國的外交策略與實踐著墨可

                                                 
1在執政十二年當中，李總統共出國訪問六次：(1)1989年 3月，訪問新加坡；(2)1994年訪問菲
律賓、印尼、及泰國；(3)1994年 5月，訪問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南非、及史瓦濟蘭；(4)1995
年 4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約旦；(5)1995年 6月，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6)1997年 9
月，訪問巴拿馬、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及巴拉圭。請參閱李總統登輝先生大事年表，引自

2000年 4月 21日之 http://www.oop.gov.tw/presid/milestn/miles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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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非常之深，其外交思維及 12 年的外交得失，必然影響新政府未來

外交工作的推展。茲就務實外交策略的提出與實踐、重新定位台海兩岸

關係、及李總統的外交資產負債表等三大方面，來加以介紹： 

 

（一）務實外交策略的提出與實踐 

經國先生時期所推動的「彈性外交」，比起蔣介石先生時代的「漢賊

不兩立」政策，已經展現新的思維。例如在「政經分離」的原則下，政

府逐步放寬對東歐國家的貿易管制；面對中共的打壓，願意委曲求全同

意更改我國奧會的會籍名稱、會旗及會歌，以爭取參加奧運，展現我國

外交作法前所未有的彈性。2 

 

李登輝先生於 1988年繼任總統之後，進一步將「彈性外交」更名為

「務實外交」，並對我國外交注入新的思維與活力。「務實外交」策略的

前提與特色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視中共為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的不

友善政治實體而非叛亂團體；(2)坦然面對國際現實，不再拘泥於意識形

態；(3)在兩岸外交競爭上，放棄「漢賊不兩立」的「零和」觀念，不排

除接受「雙重承認」。事實上，自 1988年我國與格瑞那達建交以來，即

不再要求新邦交國與中共斷交做為與我國建交的條件；(4)掌握國內外環

境脈動，量力而為，應用靈活之策略，主動積極地開拓我國的外交空間；

(5)參與國際組織或國際活動時，在國號、國旗、國歌之使用上，採取彈

性作法，以謀求實質參與。 

 

在「務實外交」的新思維之下，我國的外交展現靈活的作法，我國

首長以「渡假」、「重返母校」等名義赴無邦交國家從事「非正式訪問」，

以第二軌道(track II)的非官方活動，來為第一軌的官方互動關係舖路，以

增加對外援助來提昇我國的國際形象。 

 

（二）重新界定兩岸關係定位 

務實外交仍然有其不夠務實之處，這與政府對兩岸關係定位的曖昧

                                                 
2有關「彈性外交」及「務實外交」政策的發展經過，請參閱Michael Ying-Mao Kau, “The ROC’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M. Kau (eds.),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2), pp. 23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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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有很大關係。首先，務實外交策略雖然揚棄「漢賊不兩立」原則，

願意接受雙重承認，及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但是仍然堅持在「一

個中國」原則下推動外交。政府一切施政仍然以「中國統一」為最終目

標，而且認為中國只有一個主權，在國家完成統一之前，中華民國政府

與中共政權同時並存，各自在其有效管轄之領域內分別享有治權。在全

世界超過一百六十個以上國家已經承認中共代表中國正統的情況下，我

國依舊主張「一個中國」的立場，無異於作繭自縛，增加自我在國際宣

傳上的困難，其它國家人民很難區分中華民國與中共之中國，使我國的

努力事倍功半。其次，我國增加國際友人在協助我國時的困難，就如一

位國際法學者所言，台灣具有構成主權國家的所有要件，但台灣所以不

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因為台灣自身不要成為一獨立主權國家，而寧願

視自身為大中國的一部份， 3因此國際友人要為我國仗義執言時，常因

我國主張與中國大陸統一而無處著手。第三，我國主張統一的說法，已

成為他國政府反駁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說辭。 

 

為了釐清兩岸關係的定位，李登輝總統先是於 1991年 4月 30日宣布

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將中共界定為有效統治中國大陸但對

我國不友好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但是政治實體的含意仍然模糊

不清，因為它可以指國際組織或是任何政治團體，因此李總統於 1999

年 7月 9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將台海兩岸重新界定為「國家與

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4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我國在國家定位

上的自我束縛。 

 

(三)李總統的外交資產負債表 

 李總統掌政十二年，其外交得失可分成雙邊關係與參與國際組織兩

大部分來加以評估，其中國際組織部分探討的是我國對國際組織及多邊

會議的參與情形。 

 

 

                                                 
3 James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79), pp. 143-152, quoted in John 
Dugard, Recogni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7), p. 77. 
4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7月 10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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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關係 

我國的雙邊關係可分成邦交關係及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兩方面來

加以介紹，基本上我國的經貿與安全利益反而與無邦交國更為密切，這

是國際關係史上很奇特的例子。 

 

(1)邦交國 

 目前我國擁有 29 個邦交國，比起 1988 年李登輝先生新接任總統時

多增加七個邦交國，5但是在李總統任內，我國也喪失沙烏地阿拉伯、

南韓、及南非等三個僅存較具國際影響力的邦交國。我國目前的邦交國

均缺乏國際影響力，絕大部分的邦交國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十二國人

口不到五十萬(請參閱表一)，而且這些邦交國與我國缺乏共同的文化，

雙方的經貿關係亦相當薄弱，其中三分之一邦交國，尤其是非洲之邦交

國，有遊走於臺海兩岸的紀錄。這種情形使我國在維繫邦交關係的努力

上備感吃力。近幾年來中共積極威脅利誘我國的邦交國，其中海地已經

於 1996年 9月與中共簽署互設商務辦事處協議、中共於 1996年 10月在

巴拿馬成立商務發展辦事處，而中共與教廷磋商建交事宜也時有所聞。 

 

(2)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全世界共有超過 190 個國家，絕大多數與我國沒有正式邦交關係，

但是我國在 63個無邦交國中設有駐外機構，而這 63個國家幾乎涵蓋世

界上所有的重要國家。 6我國的重要經貿夥伴均與我國沒有正式外交關

係，支持我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國家也均與我國無邦交，這或許是國際關

係史上空前絕後的奇特現象。在所有無邦交國中，與我國經貿與安全關

係最重要者莫過於美國。 

 

 

 

 

                                                 
5 Samuel S. Kim,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hallenge of Legitimization,” in Robert G. 
Sutter and William R. Johnson (eds.), Taiwan in World Affai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51; 
and http://www.mofa.gov.tw/frame14cb.htm, 2000/4/22. 
6 http://www.mofa.gov.tw/almanac/appendix/page6.htm；and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編，「我國與世界
各國關係一覽表」，民國 8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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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我國現有邦交國 

地區 國名 人口 

(萬) 

土地面積 

(千平方公里) 

與我國雙邊貿

易額(千美元) 

建交 

日期 

諾魯共和國 1.1 0.021 200 1980 

索羅門群島 39.1 28.896 1122 1983 

吐瓦魯 1.0 0.026 8 1979 

馬紹爾群島 6.3 0.181 0 1998 

 

亞太 

地區 

(5國) 

 帛琉共和國 1.8 0.487 -- 1999 

布吉納法索 1030 274. 12133 1994 

查德共和國 740 1284 3711 1997 

甘比亞共和國 120 11.295 1840 1995 

賴比瑞亞共和國 282 111.368 77055 1989 

馬拉威共和國 1050 118.484 10496 1966 

聖多美普林西比 14.2 0.964 130 1997 

塞內加爾共和國 900 196.722 6428 1996 

 

 

非洲 

地區 

(8國) 

史瓦濟蘭王國 99 17.364 2656 1968 

教廷 0.1 0.00044 483 1942 歐洲 

(2國) 馬其頓共和國 219 25.713 2462 1999 

貝里斯 22.1 22.696 19389 1989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 350 51.100 58935 1941 

多米尼克 7.1 0.751 3130 1983 

多明尼加共和國 796.1 48.734 88747 1932 

薩爾瓦多共和國 589.7 21.041 68786 1933 

格瑞納達 9.2 0.344 210 1989 

瓜地馬拉共和國 1092.8 108.889 76561 1935 

海地共和國 732.9 27.750 13027 1956 

宏都拉斯共和國 581.6 112.088 57392 1944 

尼加拉瓜共和國 458.4 130.000 57312 1990 

巴拿馬共和國 267.7 75.517 212907 1909 

巴拉圭共和國 509 406.752 68492 1957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4.1 0.261 140 1983 

 

 

 

中 南

美 洲

地區 

(14國)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11.3 0.388 1979 1981 

資料來源：http://www.mofa.gov.tw/cgi-bin/mofashow，公元 2000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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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我國原是軍事同盟，但 1979年美國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承認

中共與我國斷交，並於 1980年 1月 1日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美國

國會於 1979年 4月通過台灣關係法，以美國國內法繼續支持台灣的國家

安全。在李總統任內，中美關係有幾項突破：(1)1992年 9月，布希總統

(George Bush)宣佈銷售 150架 F-16戰機給台灣；(2)1994年 9月，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完成對台政策檢討，允許經濟和技術機構的美國高級政府官

員訪問台灣、允許台灣高層領導人必要時過境美國，但不允許他們訪問

美國、同意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改名為台北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不

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但支持台灣加入非以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願

在「美國在台協會」的主辦下，與台灣進行副部長級的經濟對話；7(3)1995

年 5月，在美國國會的強大壓力下，柯林頓總統同意發給李登輝總統簽

證，讓李總統於該年 6月訪問其母校康乃爾大學。 

  

然而，李總統的康乃爾大學之行，以及 1999年 7月提出兩岸「特殊

國與國關係」的主張，也造成美國對台灣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此外，柯

林頓政府也在台灣主權問題上進一步向中共傾斜。1998年柯林頓總統訪

問中國大陸時，於 6月 30日在上海口頭宣示對台灣的「三不支持政策」，

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且不認為

台灣應是任何以國家為要件之國際組織的會員」，8這是美國對台灣主權

地位立場的重大退卻。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主要可分為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與非

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兩大類，前者是由

主權國家所參加者，後者雖然是由國際性成員所參加，但是是非官方性

質的組織。根據國際組織年鑑(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的統計，

                                                 
71994年 9月 7日，羅德(Winston Lord)助理國務卿在新聞記者會談美國全面調整對台政策，收
於劉連第編，中美關係重要文獻資料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年，頁 386-389；Jim Mann, 
“US Slightly Elevates Ties with Taiwan,” Los Angels Times, September 8, 1994, p. 4; and Jaw-ling 
Joanne Chang, “How Clinton Bashed Taiwan – and Why,” Orbis (Fall 1995), pp. 567-568. 
8柯林頓總統在上海發表所謂「三不支持」談話，原文如下：“I had a chance to reiterate our Taiwan 
policy, which is that we don’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or two Chinas, or one Taiwan, one China. 
And we don’t believe Taiwan should be a member in any organization for which statehood is a 
requirement.” Quoted in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1, 1998;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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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全世界共有各種類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6415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43958個。9如果只計算傳統看法、也是最具重要性的四類國際組織：國

際組織聯盟 (fede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洲際組織 (intercontinental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會籍普遍性組織(universal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區

域性組織(regionally defined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則政府間國際組織共 251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 5825個。10 

 

(1) 政府間國際組織 

我國目前擁有會籍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共有十六個(請參見表二)，其

中有兩個組織之主要秘書處設於我國。此外，我國是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美

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國際大西洋鮪類

資源保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南

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等政

府間國際組織的觀察員。 

 

 

 

 

 

 

 

 

 

 

 

 

 

 

                                                 
9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99-2000, Vol. 
2 (Muchen, Germany: K.G. Saur, 1999), p. 1480. 
10 Ibid., p.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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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我國擁有會籍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一覽表 

使用英文名

稱 

組織名稱 參 加 年

代 

Taipei China 1.國際畜疫會(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 1954 

1.亞洲稅務管理暨研究組織 (Study Group on Asian Tax 

Administrative and Research) 

1996 

2.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1991 

 

Chinese Taipei 

3.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1997 

1.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1961 

2.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1966 

3. 亞 非 農 村 復 興 組 織 (Afro-Asian Rural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1968 

4.亞太糧食肥料技術中心(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秘書處設於我國） 

1970 

5.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 (Asian Vegetab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秘書處設於我國） 

1971 

6.中美洲銀行(Central American Bank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1992 

 

 

Republic of 

China 

7.亞洲科技合作協會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Cooperation in 

Asia)** 

1994 

Taiwan, ROC 亞洲選舉官署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Election Authorities) 1998 

China 

(Taiwan) 

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1963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Taipei  

東南亞中央銀行總裁聯合會 (Conference of Governors of 

South-east  

Asian Central Banks) 

1992 

1.國際種子檢查協會(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1962  

Taiwan 2.「艾格蒙聯盟」國際防治洗錢組織(Egmont Group of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 of the World) 

1998 

*我國是亞銀創始會員國，會籍名稱是 Republic of China，但亞銀在 1986年因中共

入會將我國會籍名稱改為 Taipei, China，我國拒絕接受，但在抗議下繼續參與。  

**我國是以 Republic of China 名稱與會，但會方將我國列名為 Taiwan，目前名稱仍

未定案。資料來源：http://www.mofa.gov.tw/almanac/appendix/page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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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享有觀察員地位的幾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中，WTO是最重要的

一個。我國於 1990年元月向 WTO的前身之 GATT提出入會申請，於 1992

年取得觀察員身分。1995年元月 WTO成立後，我國隨即取得 WTO的觀

察員地位，並於該年改依 WTO 規定提出申請加入該組織。倘若我國能

與中共於今年底或明年同時加入 WTO，則目前擁有 134 個會員國的

WTO，將是我國所參與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會員國最多且最具重要性

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擁有會籍的 16 個政府間國家組織中，有

一半是在李總統任內加入的。 

 

李總統爭取參與聯合國則是一項較具爭議性的外交行動。立法院於

1991 年 6 月通過提案，建議政府於適當時機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

國，因此政府自 1993年起開始推動參與聯合國的外交工程。我國爭取參

與聯合國的努力可依所應用之策略而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993

至 1996年，我國請友邦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要求聯合國大會成立「特

別委員會」，研究我國無法正常參與國際活動的特殊情況、及聯合國大

會第 2758號決議案排除我國參與聯合國的不合理情況；第二時期是 1997

年至今，我國請友邦直接向聯合國大會提案，以國際局勢變遷及台海兩

岸同時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促請聯合國檢討第 2758號決議案，修改其

中排除我國的部分。11 

 

我國爭取參與聯合國的提案，雖然在歷次總務委員會均引起激烈辯

論，在聯合國大會中也有一些國家發言聲援我國，但是因為支持我國的

國家仍居絕對少數，因此一直無法成為議案。12我國亦深為瞭解在聯合

國目前結構下，我國不管採取那一種途徑均很難有所突破，但爭取參與

聯合國的努力，可凸顯我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並向中共顯示我

國不屈服的決心，業已達成喚起國際社會瞭解我受到國際社會不公平待

遇之目標。然而，有一些國內外人士批評李總統爭取參與聯合國的努

力，他們認為這是浪費外交資源來進行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或是對中共

的挑釁行為，破壞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11胡志強，「參與聯合國整體策略之檢討」，向立法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的報告書，民國 87
年 10月 14日，頁 7。  
12歷次直接與間接發言支持我國參與聯合國的國家數目均未超過三十個。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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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底，我國朝野及社會人士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在對外關係

與兩岸關係互動之議題上，曾達成「加入聯合國為一長期奮鬥目標，應

依國際情勢之變化，靈活因應，積極推動」及「現階段應繼續推動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各種國際組織」的共識。
13在此一共識之下，我國自 1997年起年年爭取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這是我國轉戰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信

號，今年已經是我國第四次向 WHO 叩關。此外，我國作為東亞第四大

穀物進口國，當國際穀物協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於 1995年 6月

27日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年會時，我國曾派觀察員與會並表達申請加入

為會員的意願。 

 

(2)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多邊會議 

根據外交部外交統計年鑑之資料，截至 1999年 9月底止，我國參加

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959 個(請參見表三)。這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主要秘

書處設於我國的有 31個，區域秘書處設於我國的有 8個。14此外，1998

年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會議共 102次，其中有四次在台灣舉行；參加非

政府間國際會議共 1271次，其中在台灣舉行者 24次；參加國際活動共

490次，其中在台灣舉辦者 13 次。15這些資料顯示，我國參加非政府間

國際組織或活動遠比參加政府間國際組織活躍，但是在台灣舉辦的各種

國際會議及活動仍然太少，減少藉國際活動作國際宣傳的機會。 

 

 

 

 

 

 

 

 

表三、我國參加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分類表 
                                                 
13 請參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國家發展會議兩岸關係議題共同意見」，民國 86年 2月，
頁６。  
14 Ibid., p. 1498 & 1504. 
15 http://www/mofa.gov.tw/almanac/appendix/page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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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數目 類別 數目 類別 數目 

科技類 91 文化藝術類 30 教育類 20 

新聞類 3 法律警政類 10 工會類 80 

工程類 16 交通觀光類 20 休閒娛樂類 26 

體育類 97 工業技術類 29 電子機械類 11 

醫藥衛生類 207 礦業能源類 12 生態保育類 17 

農林漁牧類 42 商業金融財經

類 

68 宗教哲學類 59 

研究發展管理

類 

69 社會福利類 44 婦女童軍聯誼類 8 

資料來源：http://www.mofa.gov.tw/almanac/appendix/page8.htm 

 

 

三、新政府的外交政策 

 陳水扁先生在選舉期間所提出的「跨世紀外交白皮書」，16是他對其

外交政策理念最完整的陳述。  根據此一白皮書，陳水扁先生對台灣未

來的外交政策提出三大原則：(1)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的「台灣國際

新角色」；(2)以「主權獨立」為優先，「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為共

同核心的「正常化外交關係」；(3)以「多元外交」作為「全面參與國際

社會」之戰略。 

整體而言，這份白皮書具有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浪漫色彩，但某些時候

卻又未能跳脫台灣受現實國際權力政治制約下的宿命。首先，白皮書強

調要單方面宣示信守聯合國憲章及各種國際公約的規範，要加入擁護和

平、倡導安全、持續繁榮、維護繁榮、生態保育、及重視氣候變遷與人

道援助的國際組織，以塑造台灣是「國際秩序忠誠擁護者」的國際新角

色。 

 

其次，陳水扁先生的一些外交政策仍在摸索當中，例如他主張採取

「新中間路線」，而此一新中間路線的具體內容，必須以明確定義的國

家利益為基礎，但是那些是新政府所認定的國家利益，是否指的是獨立

                                                 
16引自 2000年 4月 21日之 http://www.dpp.org.tw/policy/diploma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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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國家主權及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經濟安全」？白皮書對此

並未明白的交代。 

第三，新政府嘗試提出一些新的外交思維。例如新政府強調將注重

推展「非傳統性對外關係」；要跳脫短線利益的考量，指出正式邦交關

係的維持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要重視長期經營的重要性；要揚棄

「兼顧兩岸關係與外交工作並重」的論調；要超脫舊式官僚文化的束

縛；以參與第二或第三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為通往第一軌的橋樑；

要發展與一些「小而重要」國家的雙邊關係；要打破「一個中國」的主

權迷思與外交原則的錯誤指引，以免外交人員自縛手腳，或削減國際奧

援及減弱台僑貢獻台灣的心力等。 

 

第四、在「新國際主義」原則下，推動民主外交、經貿外交、睦鄰

外交、全民外交、及環保外交，而在方法上則是積極推動城市外交、學

術外交、國會外交、政黨外交、智庫外交、非政府組織外交、青年志工

外交、企業外交等之多元外交。 

 

第五、在對外援助上採取積極、制度化作法。要儘速推動通過援外

綜合法案，事先評估受援國需要，要雙邊與多邊管道同時進行，要輔導

並協助全民參與，並藉對外援助為國內廠商擴大商機。 

 

仔細地分析這些新思維後，可發現其他很多主張是當前政府已經在

推動的工作，因此基本上陳水扁先生所揭櫫的外交理念，與李總統的外

交戰略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陳水扁先生的白皮書強調「台灣必須走出

去、台灣必須融入國際社會、台灣必須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三大目標，

這也是李總統過去一再提及的觀念。兩人的差異只是具體施政上優先順

序之不同而已。 

 

四、新政府的外交挑戰 

陳水扁先生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中，所提到外交政策具體作法中，有

一些是新政府有決心、有誠意就可以做到的，例如在對日本、朝鮮半島、

俄羅斯、東南亞、歐洲方面的外交政策及援外政策上，所提出的構想均

相當具體可行。再者，如果新政府有決心，應可幫助駐外人員從官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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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束縛下解脫，不必浪費過多的資源從事送往迎來的內交工作；白皮

書提出新領導人將透過國民意識的加強教育，提供公民對外交事務的正

確資訊和討論空間；將以民意為依歸，避免外交決策的黑箱作業；要主

動與反對黨進行溝通、磋商，並以開明態度為民眾說明我國的外交處境

及努力方向，或建立跨黨派全民共同支持的外交政策，這些工作受外在

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較少，只要新政府有魄力就能夠貫徹。此外，副總

統當選人呂秀蓮曾提到對外交人員要建立公平的派駐及升遷制度，17這

亦是操之在新政府是否有決心的問題。然而，新政府未來推展外交工作

上，仍將面臨艱鉅的挑戰。茲就新政府可能面臨的挑戰分析如下： 

 

(一)因應中共的外交挑戰 

 陳水扁先生不像李登輝先生接任總統時擔負巨大的歷史包袱，但是

其所面臨來自中共的壓力卻更勝以往。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岸是「國家與

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主張，固然給新政府對兩岸關係的定

位問題較大的空間，但是也激起中共對解決「台灣問題」更大的迫切感，

使台海地區陷入新的緊張情勢，而使新政府面臨中共以戰迫和及美國要

求台灣向中共妥協的壓力。 

  

未來中共除了升高對台灣的文攻武嚇，以迫使新政府儘速坐上政治

談判桌之外，對台灣的外交打壓也會更加密集，具體作法大致有以下幾

種： (1)要求各國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2)

威脅利誘台灣的邦交國，以削弱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3)封殺台灣

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機會，阻擾重要的國際會議或活動在台灣舉行；

(4)威脅西方國家、日本、及東協國家不得與台灣進行官式或高層互訪；

(5)對台進行國際宣傳戰，一方面宣揚「一國兩制」模式的優點，另一方

面抹黑台灣是「麻煩製造者」；(6)對美國施壓，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

及透過美國逼迫台灣走上談判桌。 

 

面對中共的外交攻勢，首先新政府仍將面臨外交與兩岸關係糾纏不

清的情形，雖然陳水扁先生希望擺脫「中國因素」對台灣外交政策制定

                                                 
17聯合報，民國 89年 3月 21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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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制約，但是他將發現中共將不會讓台灣脫身。其次，誠如陳水扁先

生的外交白皮書所言，國際局勢的趨勢正朝「多元的互賴格局」前進、

全球化與地球村的觀念正在浮現、跨國界及超主權的現象日趨普遍。然

而，真正地球村的實現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夢，國家主權的觀念、國家利

益、與權力仍是主宰國家行為的最重要因素，而新政府也必須本著現實

主義來制定外交政策。第三，誠然一股由「非政府組織」所構築而成的

「國際公民社會」動力，將為台灣的外交帶來契機，但是第二軌的活動

並無法取代第一軌的官方外交，第二軌的活動只提供一個工具或途徑，

為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或活動鋪路。就此而言，新政府的挑戰是如

何將第二軌與第一軌接軌的問題，亦即如何藉著第二軌突破我國參與第

一軌活動的障礙之問題。 

 

(二)確保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 

陳水扁先生的「跨世紀外交白皮書」顯示，未來新政府似乎會避免

與中共在爭奪邦交國上作「零和競爭」、新總統也會減少出國訪問的次

數。誠然，「元首外交」並不代表台灣「真正走出去」，「正式邦交國多

寡，更不等同於台灣外交成就的優劣，抑或台灣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

但是邦交國持續減少會打擊民心士氣，也會鼓舞中共不斷向台灣進逼。

事實上，政府在過去十二年當中與中共從事邦交國爭奪戰，所主要著眼

的是向中共展示台灣絕不屈服的決心以及維持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地

位。 

 

陳水扁先生強調以「主權獨立」為優先，指出「台灣的主權獨立已

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進一步說明國際法將國家主權界定

為「一個獨立國家必須管轄一定的土地與人民，並且必須擁有一個能有

效管理內政和因應對外關係的政府」，據此認定「台灣當然是一個具有

主權獨立人格的國家」。此一問題涉及其他國家的外交承認，是否是構

成主權國家的要件之一，如果其他國家的承認是構成(constitutive)主權之要

件，則我國將因缺乏足夠的邦交關係及取得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足夠會

籍，而危及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18縱然其他國家的外交承認僅具

                                                 
18 Jacques deLisle, “The Chinese Puzzle of Taiwan’s Status,” Orbis, Vol. 44, No. 1 (Winter 2000), pp.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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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示 (declaratory)的作用，則雖然其他國家拒絕承認中華民國，只要中

華民國能符合其他主權的實際考驗，則不會否定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

的地位。19然而，缺乏足夠的外交承認畢竟會消弱中華民國之主權主張。

因此新政府認為「正式邦交的維持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重點」，是否導

致我國邦交關係的逐漸萎縮，反而逐漸削弱我國的主權地位，這是新政

府所要面臨的課題之一。 

在此一問題上，新政府所面臨的是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如何平衡的挑

戰。主權獨立應是其他國家利益的根本，這是為何西歐小國面臨納粹德

國威脅時，明知應戰必然敗亡，卻絕不不戰而降的原因，這也是我們堅

決拒絕「一國兩制」模式的理由。然而，面對來自中共的武力威脅，要

強化台灣的獨立主權地位，可能升高台海緊張情勢，但是屈從中共「一

個中國」原則的要求，將削弱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陳水扁先

生在白皮書中，批判國民黨執政時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制定「國

家統一綱領」、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及抱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作法。然而，在正式就任之前，陳水扁先生的立場已作了大幅度的調整，

表示不會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認為甚至「聯邦」都是可以

討論的議題、並提出「四不原則」，對中共姿態之低已經遠超過李登輝

總統。面對中共的壓力，新政府急著向中共及美國表達改善兩岸關係的

善意，因此這些表態不難理解。然而這些表態並沒有得到中共相對應的

善意回應，徒斲喪台灣的主權地位。因此如何平衡國家主權及國家安

全，將是新政府的一項挑戰。 

 

(三)重建與美國的相互信任感 

雖然陳水扁先生思考台灣「超脫冷戰時期必須依附大國方能生存的

被動情境」，但是他顯然深為瞭解美國對台灣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在其

白皮書中，他主張要「加強政策與立場的說明與解釋」、「加強全面了解

美國整體外交的政策立場」、「加強對美國行政部門的溝通」、「建立美國

與台灣高層定期會面的管道，甚至設立緊急熱線的可能性」。這些是李

總統時代政府一直努力，但美國政府因為擔心中共的可能反彈，而一直

無法實現的目標。尤其在美國因李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主張後，

                                                 
19 Ibid.,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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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產生一些誤解或不信任感後，重建台美間的相互信任感更有其需

要。實現此一目標的遠景，可能因美國國會推動「台灣安全加強法(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而出現曙光。20 

「台灣安全加強法案」最初是由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赫

姆斯 (Jesse Helms)參議員與紐澤西州選出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陶瑞契利

(Robert Torricelli)，於 1999年 3月 24日提出，而德州選出的共和黨籍眾議

員戴利(Tom Delay)於同年 5月 18日向眾院提出同樣法案，經由紐約州選

出的共和黨眾議員吉爾曼(Benjamin Gilman)及康乃狄克州選出的民主黨眾

議員蓋德生(Sam Gejdensen)提出修正版本後，獲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於同年 10月 26日以 32對 6票通過。美

國眾院已經於 2000年 2月 1日以 341對 70票的絕對多數通過該法案。 

 

「台灣安全加強法案」規定美、台軍事軟體上的合作，這是「台灣

關係法」所沒有，例如該法案規定美國政府要在美國在台協會中增設技

術幕僚。並規定美國國防部長及各軍事部門的部長，在國防大學及其它

專業軍事教育學校，提供足夠的名額供所有合格且有興趣的台灣軍官進

修，並在陸、海、空軍官校中提供名額訓練台灣未來的軍官。其次，該

法案規定國防部長在該法案通過後 180天內，應建立在緊急事件中，美

台軍方間安全直接通訊的裝置。第三，在美國國會要求國防部向國會定

期提出有關台灣安全情勢的報告後，該法案進一步要求美國國防部長，

在該法案通過後 45 天內，而且往後每年一次，向國會提出報告，分析

台海安全情勢。並規定報告內容應包括分析中共針對台灣的軍力部署、

中共近期增加可能攻台之軍力的數量、水面及水下的海軍威脅、彈道飛

彈及空中威脅、以及對台灣軍、民通訊系統的威脅等資料。而且規定該

報告要檢視台灣軍方針對這些安全情勢所採取的步驟。 

 

如果台灣安全加強法案可通過成為美國法律，則美國與台灣的軍事

合作將達到類似同盟的關係，美國在對台軍售上將無法黑箱作業，再以

一些理由來搪塞、拒絕台灣採購先進武器的要求。縱然最後該法案未能

過關成為美國的法律，新政府亦應努力遊說美國政府，以實現該法案中

                                                 
20 請參考 http://www.dsis.org.tw/database/sino-us/us/991026tsea house.htm 所載 1999年 10月 26
日版的「台灣安全加強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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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制度化溝通管道的建議。 

 

(四)增加朝野對外交政策的共識 

 我國朝野因統獨歧見，導致對大陸政策及外交政策缺乏共識，這種

情形對我國在與中共進行以小搏大之外交競爭時，無法充分發揮我國的

力量，例如朝野對參與國際組織會籍名稱、是否爭取參與聯合國、是否

與中共進行政治談判、是否與中共進行三通、如何回饋國際社會等問題

均有不同意見，不容易形成跨黨派的外交政策，使原就有限的外交資源

無法充分發揮功能，因此新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如何縮小朝

野共識，及增加國人對新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 

 

（五）整合與提升政府整體的外交戰力 

 除了外交部之外，僑委會、新聞局、教育部、國安局、調查局、國

防部、經濟部也有駐外人員，形成工作重疊、資源浪費，甚至相互勾心

鬥角、扯後腿，而降低外交工作成效的不利情景。此外，政府各部會間

因本位主義作祟，對外交政策無法從國家整體利益來思考，只狹隘地從

其單位的自我利益來考慮問題，導致政府各部會間對同一外交問題步驟

不協調，甚至相互防範或彼此打擊，顧及單位的利益但卻傷害整體國家

利益。例如經貿部門與外交部及陸委會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上，就

出現不協調的情形。經貿單位在商言商的態度，與陸委會著重國家安

全、外交部想藉機拓展外交的思維有所出入。當政府有關部會無法協調

以整體對外做戰時，又如何能寄望他們能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因此

新政府未來必須建立中央各部會在外交上整體作戰的觀念，嚴禁各部會

因本位主義而傷害國家整體利益。 

 

五、建議 

 陳水扁先生在其外交白皮書中，已提出許多具體的外交政策，因此

本文只提出一些補充的建議，茲分成三部分來加以介紹： 

 

(一)國內之調整與改革 

1.強化外交及國家安全單位的研究能力 

 在外交白皮書中，陳水扁先生提出加強培養俄羅斯研究人才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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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長期培養通曉日本政經情勢的學者與研究智庫、統籌設立東南亞研

究中心及多方培養東南亞政治和經貿人才等主張，顯見新政府將重視培

養對東亞鄰近國家人才的培養與支持這些區域研究的智庫，這是政府需

長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更立即需要的是提高外交及國家安全單位的研究

外交議題與政策的能力。目前我國外交官員忙於公務，已無餘力就有關

的外交問題從事深入的研究，而國家安全會議目前也只是個空殼子，缺

乏研究的人力。未來外交部應強化研設會功能，招聘學有專精博士人

才，充實研設會人力，提高研究品質，使之成為外交部決策的重要智庫。

原先國安會有意籌設研究處，想要延攬四十位左右研究人才充實國安會

的研究能力，此一計畫因故未能落實，新政府應考慮推動，提高國安會

因應各種國際事件的能力。 

 

2.避免肉桶政治 

 駐外大使、代表、處長是代表國家的門面，必須用人唯才。我國外

交處境艱難，沒有本錢像美國搞肉桶政治(pork barrel politics)，必須把適

當、最有能力的人選放到第一線。 

 

(二)因應中共壓力的策略 

 中共對民進黨贏得大選有措手不及的感覺，一方面中共對陳水扁執

政下的兩岸關係普遍悲觀，但另一方面認為陳水扁年輕可能較有彈性，

他們對陳水扁有可能成為尼克森第二是也一些期待。21換言之，他們認

為陳水扁年輕，因此抗壓性較弱，加上陳水扁的政治屬性，台灣人民不

會懷疑其可能賣台，在這種情況下，新總統反而具有前所未有的空間對

中共讓步。目前中共採取對陳水扁「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而陳水扁

是否已做得足夠了，解釋權是在中共手中。目前中共不動如山，陳水扁

所放出的任何善意訊息，中共均表示尚不能接受或加以拒絕，以迫使陳

水扁繼續探底。目前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先生的作法，可說並不符合談判

的常理。面對中共的霸權心態，新政府宜慎謀而後動。 

 

                                                 
21這是作者於本年 3月 24日至 4月 1日訪問中國大陸，與北京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和平與發
展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台灣研究所、及上海國

際問題研究所學者交換意見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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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步必須適可而止 

 改善台海兩岸關係並不能靠單方面的善意，陳水扁先生一再單方面

表達善意，在中共沒有相對應的讓步之前一再讓步，只會讓中共認為他

是軟弱的，因此會在中共的壓力之下屈服，也因此會繼續拉高姿態、繼

續施壓。讓步是相互的，我方的讓步必須適可而止，新政府必須設下讓

步的底線，隨時警惕是否已經跨過底線。一切讓步盡可能在談判桌上來

給予，而不是讓中共做無本的生意。 

 

2.降低國人與中共的期望值 

 兩岸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利益與立場，很

難在短期內獲得大家都滿意的解決方法，而且只要台灣拒絕向中共投

降，拒絕接受中共的條件與中國大陸統一，則台海兩岸關係就不可能長

期風平浪靜，因此新政府必須隨時提醒國人要居安思危。而且新政府也

要避免提高中共對新政府的期望值，因為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最

近陳水扁先生一再表示對「五二○就職演說」不能期望太大，是相當有

智慧的作法。 

 

3.以朝野的共識對抗中共的壓力 

中共的威脅攸關台灣全體人民的安危，不能由新總統一人獨自承擔

中共的壓力，應以全體國人的力量來對抗中共壓力，新總統應召開國是

會議，集結朝野菁英就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進行討論，必然可獲得一些

共識，由 1996年國家發展會議的共識可知朝野均拒絕中共意涵的一個中

國原則、不接受中共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強調台灣優先的立場，陳水

扁先生可以利用國是會議的共識來抗拒中共的壓力。 

 

4.白臉、黑臉的戰術 

如果陳水扁先生扮演對中共的白臉角色（而且必須由他扮演白臉），

不時放出對中共善意的言論，則必須有人扮演黑臉的角色（例如建國

黨），一方面對中共加以批評，另一方面甚至批評陳水扁先生對中共的

過度妥協。一方面減少中共對陳水扁先生的敵意，另一方面讓中共認知

到，縱然陳水扁先生願意接受中共的建議，他有內在的限制。換言之，

化台灣內部的矛盾為談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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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用第二、第三軌的對話 

當第一軌的海基、海協對話中斷時，就更需善用第二、三軌的對話。

新政府可鼓勵或派遣學者與中共學界進行溝通對話，增進相互瞭解。建

議新政府考慮 1996年國發會設立兩岸論壇的共識，在兩岸中斷對話時，

可以有一對話的論壇，只要兩岸對話的持續進行（不管以何種形式呈

現），均有助於緩和兩岸氣氛。 

 

6.爭取美國的支持 

中共對台的戰爭必須先經過美國，除非中共認為美國不會全面介入

兩岸衝突，否則中共不敢對台灣輕舉妄動，因此我們要緩和兩岸關係，

必須先爭取美國的支持，透過美國來對中共施加壓力。具體的作法包括

爭取美國國會的支持、增加對行政部門的溝通以增進我國與美國的相互

信任感、強化與美國的第二軌對話、加強對美國媒體、學界中國通的溝

通與拉攏、及長期將對美關係向美國人民、社團、社區做草根性的扎根

工作。 

 

（三）外交作法的補充建議 

 除了陳水扁先生外交白皮書中所列舉的外交政策主張之外，本文就

新政府未來外交工作的推展，提出一些補充的建議。 

 

1.掌握東亞國際體系的脈動 

 雖然國際互賴性提高，我國與周邊國家具有相當大的經貿利益，但

是中國威脅論可能是美國、日本、及其他東亞國家希望台灣繼續存在的

更重要原因，否則台灣香港化同樣可以滿足這些國家的經貿利益。在「中

國威脅論」下，台灣的繼續存在將符合東亞國家及美國的國家利益，而

台灣必須善用這種微妙情勢來維持國家的生存。 

 

 在中共的打壓下，我國無法參加第一軌的多邊安全機制，且僅能有

限度的參與第二軌多邊安全對話。在這種情況下，新政府未來可在台灣

多舉辦第二軌安全對話的論壇，邀請有關國家來台討論與台海及亞太地

區安全有關的議題，也可鼓勵我國智庫與周邊國家的智庫，尤其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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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官方色彩的學術機構，進行關門對話。 

 

2.善用民間組織力量 

 我國雖然僅參加一千個左右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但與其它西方國

家相比並不遜色，顯見我國民間團體的的活力。許多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是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觀察員，或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有密切聯繫，例如我

國是國際牙醫聯盟的會員，而國際牙醫聯盟與世界衛生組織有聯繫，我

國可藉著與這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來建立人脈關係、爭取支持。 

 

陳水扁先生充分瞭解民間團體的力量，已將民間團體、非政府間國

際組織的途徑，列為推動我國外交的重要方法，為了使民間團體能發揮

更大力量，新政府應扮演協調、輔導、資訊提供、及協助的功能，使我

國的民間組織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參加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最大

功能，以幫助政府與這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建立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聯

繫。 

 

3.爭取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必須先周密準備 

 首先，政府在進軍任何政府間國際組織之前，宜先組成一行動小組，

納進有關部會官員、法律及有關之專家、以及民間相關之機構，仔細研

析入會之種種規定，詳細規畫申請策略，以從事一長期整體之作戰。 

 

 其次，對於科學技術方面之聯合國專門組織，我國宜充分運用我國

在這些專業領域學有專精之國際知名人士，或是我國聘請之外籍科技顧

問在國際上之影響力，為我國向這些組織的代表遊說，營造我國參與這

些組織之氣氛，而且我國在爭取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過程中，宜與民

間組織密切合作，一方面結合所有可供利用之資源，另一方面可在策略

應用上取得一致性。例如我國民間醫界聯盟，與其他國家同性質之組織

已建立密切聯繫，有利於我國與其他國家建立管道，可作為我國推動參

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基礎。 

 

 第三、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路，需先經過美國，因此我國宜運用各

種管道爭取美國支持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例如我國宜持續對美國國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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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促請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案，要求美國政府履行 1994年的承諾，幫助

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例如美國眾議院於 1998年 10月 9日，以 418比 0的

壓倒性票數通過第 334決議案，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21999年 1月 27 日，美國十二位眾議員聯名致函國務卿歐

布萊特，促請美國政府採取具體行動幫助台灣參加 WHO。23 

 

 第四，鑑於聯合國專門機構或其它政府間國際組織，均規定需國家

身份始可申請入會，此一規定授與中共阻擾我國入會之藉口，我國宜推

動亞太經合會(APEC)模式，向美、日等國遊說修改金融貿易方面專門機

構之組織章程，以「經濟體」取代「會員國」，為我國參與這些金融貿

易方面專門機構尋找解決辦法。 

 

 第五、布魯塞爾、巴黎、日內瓦、倫敦、羅馬、紐約、及華府是國

際組織總部或秘書處群集的城市，因此我國派駐於這些地方的外交人員

中，應有專人從事與這些國際組織官員互動溝通的工作。尤其是我國正

積極爭取加入之世界衛生組織及世界貿易組織總部設於日內瓦，因此政

府宜強化我國駐瑞士人員之陣容，組成由外交部、經濟部、及有關部會

組成之小組，常駐瑞士，收集這些國際組織之資訊，及尋求爭取各國代

表之情誼。我國倘將 IMF列為優先考慮之目標，宜指示我駐華府代表處

官員，一方面尋求美國之支持(包括請友我之國會議員在國會中發言聲援

我國參與 IMF)，另一方面與 IMF官員展開接觸。 

 

第六、中共是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最大障礙，近年來中共逼迫我國

進入政治性談判，我國宜將參與國際組織列為我國未來與中共談判議題

之一。 

 

4.細緻化經營已有會籍的國際組織 

對與已經擁有會籍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應加以精緻化經營，例

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是我國目前參與之最重要國際組組織，未來世界貿

易組織將是我國所參與會員國最多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參與時應深

                                                 
22 87年 10月 13日，自由時報，民國 87年 10月 13日，版二。  
23自由時報，民國 88年 4月 15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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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研究會議的議題、提出具體良好的建議方案，使我國成為有貢獻之

重要會員，因此政府應鼓勵學界對國際組織，尤其是我國目前擁有會籍

或爭取參與之重點國際組織，進行深入研究，並積極培養行政體系這方

面的人才。 

 

5.善用台商的網絡關係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的重點地區是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但實際分佈地

區則遍及世界五大洲，遍佈全球的台商不僅有助於提昇國家競爭力，24而

且可以成為我國拓展外交空間的資本。25台商在當地國累積豐碩的政商

網絡與人脈關係，可促成我國與這些國家政府間的接觸與互訪，甚至為

我國與這些國家建立邦交而牽線，會是幫助政府鞏固與這些國家的邦交

關係。例如長榮集團在巴拿馬的鉅額投資與長期經營，已經成為我國維

繫巴拿馬邦交的一項重要資源，再如台澳商會成員除台商之外尚包括澳

洲之政府及企業人士，這種政商關係不僅促成我國地方政府與澳洲地方

政府間姊妹關係的建立，而且幫助台北市突破中共阻擾陳水扁參加在澳

洲舉行之亞太城市會議的伎倆。26 

 

六、結語 

 國民黨執政時代，因背負歷史包袱，在外交政策上終究無法跳脫意

識型態的陷阱，因此要為我國目前的外交困境負起一些責任，這也是李

總統在其任期結束前，試圖將國家定位問題加以明確化的原因。縱然李

總統大膽地踏出這一步，國際現實環境的種種束縛依舊存在，短期內我

國的外交情勢不可能因新政府上台而有太大的突破，但這並不表示新政

府無法在外交上給國人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固然一個國家的外交有其延續性，但是新政府可以注入新思維、新

血輪、新作法，給我國的外交注入新的活力。新政府所繼承的外交遺產

並不豐碩，國人對我國的外交困難也甚為瞭解，對於一些外交挫折也均

                                                 
24程建人，「台商與提昇台灣的全球競爭力」，收於吳英明、林文程，陳滋松合編，活潑台

商快樂地球，高雄：亞太公共事務論壇，1999年，頁 105-124。  
25田弘茂，「台灣政府與台商的互動關係」，同上註，頁 136-138。  
26許景河，「活潑台商如何耕耘快樂地球村」，同上註，頁 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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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體諒的心情來看待。因此新政府所面臨的外交挑戰雖大，國人的期

望並不高。只要新政府有決心與魄力剷除目前外交的一些積弊，讓國人

能夠耳目一新，就已經是邁出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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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國防政策及挑戰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林正義 

 

 

前言 

北約對南斯拉夫自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起的七十八天轟炸，是

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而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武力干涉。這種以「人權高

於主權」的「新干涉主義」是否有特殊的地理範圍限制，或可放諸四海

皆準，仍有待觀察。在車臣問題，俄羅斯卻可以核子武器警告美國勿干

涉內政，並迫使美國不得不繼續經援俄羅斯。美國在台海危機時的涉入

程度，一直都是北京對台動武的主要考慮因素。 

 

國際情勢發展對國防安全有正負兩面的影響，在正面影響部分，包

括：美國總統大選可能改變美國對中共戰略伙伴的定位；「人權高於主

權」、「新干涉主義」使中共必須更加思考美國在台海涉入的可能性；美

國對「戰區飛彈防禦」(TMD) 與「國家飛彈防禦」(NMD) 系統的重視，

使台灣在遭受中共飛彈威脅的情況下，較受到同情；「信心建立措施」

(CBMs) 成為亞太地區降低敵意的途徑，使台海兩岸討論 CBMs有其必要

性與正當性。在負面影響部分，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 擴

散的管制愈嚴格，使台灣更難以發展關鍵性武器系統；「軍事事務革命」

(RMA) 使精確導引、遠距打擊的高技術武器主宰戰場，台灣面臨吸納能

力、組織再造、戰術準則更新的挑戰。中共綜合國力上升，使其在台海

議題的主導能力上升，對「台灣問題」在政治、軍事上都顯現急迫感；

「南海地區行為準則」排除台灣的參與，而台灣在東、南沙的換防行動，

可能被解讀為台灣國防安全無法兼顧南海。 

 

壹、台灣的國防挑戰 

北京在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發布「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

白皮書，對台灣所提出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做出理論的批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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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震撼的是白皮書警告不能允許「台灣問題」再無限期地拖下去。

北京表示：「如果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

題」，只能「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此一宣示

令人不安，美國立即做出迅速、明確的反應。華盛頓表示中共此一立場

的表白，令人無法接受，美國拒絕中共使用武力或威脅，來解決「台灣

問題」。 

 

中共對於處理「台灣問題」所遭受的一連串挫折感及兩岸關係不能

朝北京既定的方向發展，已使中國民族主義有更多發展的空間。中共將

「台灣問題」未解決，視為中共能否成為真正強國的一項指標，而每年

在內外施政上，耗費在「台灣問題」的資源，也影響到國家發展計畫重

點的推動。中國大陸部分菁英份子批評現行中共中央對台政策過於軟

弱，無效而不求變，再加上陳水扁的上台，益發使對台採取強硬立場的

聲音更為響亮。中共總理朱鎔基在二○○○年三月十五日的談話，警告

「中國人民一定會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要

求台灣人民「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被批評為有如義大利黑

手黨頭目的作為。27 但是，從一九九九年下半年起，中國大陸政府與媒

體一片大幅報導、分析、論述如何對台灣採取武力行動的細節，已使台

海兩岸的和平時間與空間受到擠壓。有關最後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

表定在二○一○年或二○○七年，在香港媒體也有所報導。 

 

台灣最大的國防挑戰來自於中共。中共在福建增加地對地飛彈、防

空飛彈的部署，兼具攻守能力，使台灣戰機無法發揮接近福建領空轟炸

飛彈基地的戰力。另一方面，台海兩岸軍事平衡能否長期維持亦有疑

慮。美國對台軍售是否依照「八一七公報」或隨台海軍力平衡而定，有

不同的意見。對我較不利的說法，包括：一九八二年七月美國雷根政府

承諾不事先與中共諮商對台軍售，時空環境已變，有必要做一修正；美

國給予台灣較大的防禦能力，反而使美國更容易捲入台海軍事衝突；台

                                                 
27 「九屆人大三次會議舉行記者招待會朱鎔基總理會見中外記者回答記者者提問」，《人民
日報》，二○○○年三月十六日，版一；“Premier Zhu Don Corleon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00, p. A26;「《解放軍報》發表評論員文章 “台獨” 即意味戰爭」，《人民日報》，
二○○○年三月六日，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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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應注意不要過度採購武器；若台灣部署 TMD，會引起中共發展更先進

的飛彈系統，造成兩岸軍備競賽，台灣將不會獲勝。但是，對我稍微有

利的說法，則包括：即使民主黨國會議員亦不滿意白宮、國務院協助台

灣擁有足夠防禦能力的立場；美國對台軍售，使台灣有後盾及更大信心

與中共進行對話。 

 

美國對台軍售，在美國內部出現嚴重的分歧，諸多雜音，台灣可能

不再像以前認為美國軍售是理所當然，不會有太大的變化。TMD的議題

更為棘手，涉及中（共）、美、台三角關係的發展。一九九八年八月三

十一日，北韓試射大浦洞飛彈，致使日本在一夕之間，強化並加速與美

國研發 TMD 的決心。一九九八年九月，美國參、眾兩院在通過「一九

九九年國防授權法」時，要求國防部針對台灣與其他美國盟邦如日本、

南韓的 TMD 需要提出報告。28 中共原先的反應係針對美、日加速研發

TMD，在台灣媒體大幅報導前參謀總長唐飛訪美返台發表相關談話之

後，中共遂將反擊焦點集中在美國與台灣。 

 

中共反對 TMD的理由，可歸納如下：一、擔心一旦台灣被納入，美

國、日本、台灣的防衛網將聯合在一起，使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日

本周邊」地理範圍包含台灣，更加明確；二、擔心台灣加入 TMD，形成

美、台軍事上更緊密結合；中共犯台，美軍勢必要有所因應；三、違反

「八一七公報」及其他二項公報的精神，並危及美中（共）關係進展；

四、台灣加入 TMD，或美、日加速研發海基型 TMD，將使中共中程彈道

飛彈的威懾力大大降低；五、擔心台灣加入 TMD，會使島內台獨、獨台

受到鼓舞而以為美國支持協防台灣，可大膽挑釁中共，阻礙中國和平統

一進程；六、TMD會導致飛彈科技擴散的效果，不利亞太地區穩定，會

助長軍備競賽，違反「反彈道飛彈條約」。中共針對台灣可能被納入Ｔ

ＭＤ，已有多項恫嚇舉動如：調整軍事部署（如加速研製巡弋飛彈，加

重南京、廣州軍區部署⋯⋯等），考慮延宕加入「飛彈科技管制體」

(MTCR)，以台灣、日本及駐亞太美軍為假想敵，進行飛彈模擬演習。29 
                                                 
28 Congressional Record , September 24, 1998, p. H8570; September 29, 1998, p. S11082. 
29 朱鋒，「TMD 與當前東北亞導彈危機」，《當代亞太》（北京），一九九九年五月，頁
三至十；金鑫，「美國研發 TMD的意圖及對全球和我國安全的影響」，《國際觀察》（上
海），一九九九年四月，頁二十二至二十五。  



「台海安全與新政府的挑戰」研討會  

 

44

 

 

柯林頓政府對台灣是否應納入 TMD，國防部與白宮、國務院有不同

的意見。白宮持謹慎、保留、觀望的態度，但表明 TMD不是針對中共，

不會對中共構成威脅，中共不必反應過度。助理國務卿陸士達  (Stanley 

Roth) 表示：國家有權防衛自己，若有國家遭飛彈威脅，只該坐視忍受

這種威脅，是不合理的，台灣是否加入 TMD，仍未底定，但亦不將台灣

排除。30 然而，美國也不將對台軍售或台灣納入 TMD 一事，納入與中

共正式談判的議題。美國對日、南韓加入 TMD 之事，國防部長柯恩 

(William Cohen) 公開提及，但不觸及台灣加入 TMD的問題，而且儘量採取

低姿態，不觸怒中共。31 美國的考慮應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中共二

砲部隊藉台灣被納入 TMD的理由，轉向中共中央爭取較高額預算；二、

中共藉台灣加入 TMD，勢必會採取相應部署，加速巡弋飛彈、多彈頭飛

彈的研製，致使台海兩岸可能造成軍備競賽；三、美國和中共的「戰略

伙伴關係」建立不久，可能會受到衝擊；四、若美方驟然宣布將台灣納

入 TMD，可能會影響到兩岸對話的進行。 

 

在中共強烈反彈之下，美國對台灣的ＴＭＤ計劃可能會有所調整。

由於我方已表態盼望「愛國者二型」提升為「愛國者三型」（PAC-Ⅲ），

美國政府應會同意此部分，並以此來表態已將台灣納入 TMD 的一環，

以回應國會的強烈呼籲。PAC-Ⅲ是低空的 TMD，但不是真正爭議的高空

TMD（即 THAAD）。美國對是否將台灣納入 THAAD，以言之過早，而未

明確表態，對台灣申購「神盾級」(Aegis) 驅逐艦四艘，則在二○○○年

四月中旬決定加以擱置。32 美方原則上，對出售「神盾級」驅逐艦給台

灣，假以時日可能同意，出售 PAC-Ⅲ亦較無問題，但 THAAD則變數最

多。 

 

由於柯林頓對台軍售執行不力，美國國會在一九九九上半年提出「台

灣安全加強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以下簡稱 TSEA)。此一法
                                                 
30 “Text: Assistant Secretary Roth August 4 on Taiwan Security Bill,” USIS Washington File, August 4, 

1999. 
31 “Text: Cohen July 28 Remarks on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USIS Washington File, July 28, 

1999. 
32 Jane Perlez, “U.S. With an Eye on China, Settles on Weapons for Taiwan,”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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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二○○○年二月一日於眾議院以三四一票對七○票通過。柯林頓政

府反對此一法案，理由包括：不利美中（共）關係、台海兩岸安全、凌

駕總統權力等。中共在眾議院針對 TSEA投票前，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

于樹寧發出警告，在投票之後，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箎於二○○○年二月

二日召見美國駐中共大使普理赫 (Joseph Prueher)，提出抗議。中共全國人

大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外事委員會均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眾議

院。中共的指責可歸納如下：一、侵犯中國主權、干涉內政、阻撓和平

統一、製造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二、支持台獨、為「兩國論」撐腰、

加劇台海緊張局勢、台灣非柯索夫 (Kosovo)、中國非南斯拉夫；三、美

國霸權主義行徑、違反中（共）美三項聯合公報、將產生嚴重破壞性影

響、立即阻止該法案成為法律、恪守八一七公報立場立即停止售台先進

武器及技術；四、損害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33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台海安全情勢報告」(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以二○○五年為評估期，特別針對中共在

「軍事事務革命」如資訊、電腦、飛彈、電戰、偵察等能力提升所引起

的台海軍力變化加以評估。結論指出到二○○五年，中共除保有原先就

具備的封鎖台海對外航道能力之外，將擁有空中、飛彈攻擊台灣的能

力，但認為仍無渡海兩棲登陸台灣的勝算  (would not be automatically 

guaranteed to succeed)。34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防部在一份機密報告，指

出台灣空防（防禦中共戰機、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能力的脆弱性，因

台灣外交孤立、軍事基地安全措施不良、軍種之間敵對未能合作及軍事

專業人才不夠，而面臨嚴重的缺陷。 35 美國一向公開表明中共無力犯

台，係指兩棲登陸而言，一旦中共以短程飛彈攻擊台灣，將使美國與台

灣陷入難以有效因應的困境。 

 

「精實案」、「軍事事務革命」、「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的通

過與修訂，對台灣的國防組織、軍事指揮體系、武器操作觀念、資訊作

業流程、軍事專業人才、軍隊士氣、部隊訓練與聯合作戰等精進，均造

                                                 
33 《人民日報》，二○○○年二月三日。  
34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cited in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twstrait_02261999.html>. 
35 Thomas E. Ricks, “Taiwan Seen Vulnerable to Attack,”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2000, p.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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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的衝擊。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的關係為何，軍政、軍令、軍備系

統如何相互支援，三軍總司令部改編司令部、軍政系統擴大等均有執行

上追蹤的必要。在亞洲金融危機、九二一地震的影響，政府又面臨歲入

財源不足的情況下，國防預算佔國家 GNP的比例能否如國防部所要求在

3%至 3.5%之間，不容樂觀。36 在中共持續增加國防預算，又有大筆隱

藏預算之下，台灣面臨到國防預算成長及如何更有效運用的壓力。 

 

貳、台灣的國防政策 

一、飛彈防禦對策 

有關台灣是否納入 TMD的爭議，主要是集中在中共與美國之間，而

不是台海兩岸之間。台北適當表態（如海峽兩岸建設性對話最優先，不

受 TMD影響），當可使 TMD的爭議衝擊降至最低。若美國首肯，台灣加

入 TMD，當然有利國家安全；台北明確表態不加入 TMD，是下下之策。

一九九九年四月美國國防部發表「TMD亞太地區建構選擇方案」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rchitecture Op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報告並送交國會，指

出台灣需要十二套陸基低空 TMD、十一套海基低空 (如「海上區域防

禦」，Navy Area Defense, NAD)，另加一套陸基高空、二套海基高空 TMD。
37 台北對此報告的後續追蹤，宜有所準備，最好由國安會、國防部、外

交部、陸委會組成小組，顯示新的國家安全團隊有整合協調及快速因應

的能力。 

 

TMD的高空、低空攔截飛彈是主動防禦，欺敵、疏散、民防等「被

動防禦」，同是反飛彈能力的一環。戰場管理／指揮、管制、通訊、情

報 (BM/C3I) 是 TMD操作時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在尋求美國在 TMD上

的協助，不應忽略 THAAD或 PAC-Ⅲ之外的周邊技術、軟體的轉移。美

國為了評估飛彈威脅，成立由前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Rumsfeld) 組成

委員會提出報告，38 新政府宜深入蒐集分析、研擬說帖，為台灣尋求一

套 TMD最佳的組建方案。 

                                                 
36 「統合三軍兵力 有效投射戰區」，《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日，版三。  
37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rchitecture Op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pril 1999, pp. 13-14. 
38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5, 1998, 請參考  <http://www.house.gov/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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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多次民意調查的結果，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支持我國加入以美國

主導的 TMD。台灣應將 PAC-Ⅲ列為 TMD的最優先採購項目，除台北之

外，台中、高雄部署 PAC-Ⅲ應是當務之急，也是未取得「神盾級」戰艦、

THAAD之前的唯一之途。台灣需表態對 THAAD有興趣，願意研究、評

估，甚至參加，並讓美方知悉台北的立場。台北亦需評估海基高空型

TMD，或潛艦反潛作戰能力，孰者較迫切、較易獲得，及國防預算相互

排擠的問題。若只視美國態度，我方會喪失主動性。除 TMD 之外，政

府長期以來藉新一代兵力籌建、「精實案」簡編計畫，使台灣具有「小

而精」、「小而實」的快速反應、軍事報復的能力。軍事防衛雖不是「全

民國防」的全部，卻絕對是關鍵性的後盾。在國家政策上，台灣宣稱不

製造核子武器，而「有效嚇阻」也不一定要靠核武。在中共不放棄對台

動武的情況下，台灣需有其他選項讓中共得不償失，不得不以和為貴。

台灣除了 PAC-Ⅲ低空 TMD的「盾」之外，宜加速研發巡弋飛彈或中程

彈道飛彈的「矛」。唯有「矛」與「盾」相結合，才不致於陷於被動地

位。 

 

陳水扁先生在其「國防政策白皮書」特別指出「國軍除了強化電子

對抗與資訊作戰能力外，也有必要研發中、短程對地飛彈與巡弋飛彈等

遠距離投射武器系統的研製與部署，發展深入敵境的精確打擊能力，使

敵方具威脅性的重要政軍目標均涵蓋於國軍火力投射範圍」。陳水扁的

此一主張的目的是「以傳統遠距精確武器投射系統的發展，降低並取代

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必要」。39 陳水扁先生的看法與副總統連戰的主

張不謀而合，連戰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主張建立「可信的嚇阻兵力與強

化第二擊的能力」，發展遠程的地對地飛彈，引起相當的國內外的注意。

美國國務院武器管制顧問侯倫 (John Holum) 針對連戰的談話，表示：台

灣與大陸需撤回任何更具野心的軍事計畫，而非投入新計畫。侯倫又說

美國不鼓勵也不支持發展超過 MTCR限制射程的飛彈。40 這意味美國不

支持甚至反對台灣發展遠程飛彈。然而，南韓為因應北韓的大浦洞飛彈

威脅，寧捨加入美國的 TMD 體系，而選擇自力發展射程長達五百公里
                                                 
39 《陳水扁國家藍圖：國家安全》（台北：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一九九九年），頁七
十五。  
40 「連戰：我應發展遠程飛彈」，《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版二；「連戰
發展遠程飛彈說 美國關切」，《聯合報》，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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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對地飛彈。美國與南韓之間的協議是漢城至多只能發展三百公里的

飛彈，打破原先一百八十公里的限制。南韓的考慮，值得台灣參考。 

 

台灣除自力發展反飛彈技術外，想擁有更便宜、更有效、更不需受

制於人（技術上）的地對地飛彈，是很自然的思考，但卻衝擊到美國、

中共的戰略構想。華盛頓與北京一起聯手施壓台北放棄發展中程飛彈的

可能性，不可忽視。美台之間的軍事合作是防禦性而非攻擊性，台灣只

能在中共發起第一擊之後才能應戰，台灣若發展中程地對地飛彈，將使

美國對台政策面臨到嚴重挑戰。中共以輸出飛彈相要脅，美國勢必要進

一步施壓台灣。對台灣而言，執意發展中程地對地飛彈，就需準備美國

可能的經濟制裁。因此，有專家呼籲台灣應「在國際規範允許下發展射

程三百公里的擊地巡弋飛彈及地對地彈道飛彈」，將此列入高優先考

量。41 台灣除了主動攻擊中共的飛彈基地，部署飛彈攔截網的「主動防

禦」之外，對易受中共攻擊的政、軍、經目標設施，加以安全強化措施，

亦應早日完成。 

 

二、「全民國防」政策 

中共對台灣的威脅不僅限於軍事層面，也在政治上矮化、經濟上吸

納消化、心理上催化，使台灣無法團結，獲得外援，陷入無法一戰、不

敢一戰的危險。中共完全服膺孫子兵法所講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

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

期間，中共不僅對台文攻（伐謀、伐交），亦進行武伐（軍事恫嚇，導

彈試射）。若中共對台灣是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我們就必須發展出

一套「全民國防」的理論基礎，使中共所需面對的不僅是國軍，而是全

體台灣民眾的反制。 

「全民國防」的理論基礎建立在「綜合性安全」與「綜合國力」的概念

之上，而「全民防衛動員」則是使「全民國防」具體實踐的途徑。「全

民國防」是國家生存戰略，必須結合國家各不同部門，才得以發揮其功

                                                 
41 謝清志，「我們如何面對中國的導彈威脅」，宣讀於「新世紀政策」研討會：國家安全與
兩岸關係，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與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二○○○年四月一日，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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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全民國防」有五個面向，如心理防衛（心防）、社會防衛、經濟防

衛、民防及軍事防衛。心防是國防安全最重要的基礎，除認清敵我，也

是發展「生命共同體」、國家集體意志的必備條件。社會防衛旨在建立

和諧的社會，不因種族、省籍、信仰、統獨分歧而削弱團結性，使敵人

無法在我方內部製造分化。經濟防衛旨在對付所可能遭受的經濟杯葛、

貿易制裁或其他顛覆破壞活動，也包括民生及戰略物資的儲存，及民間

部門如何支援國防建設。民防旨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降低傷亡率、迅

速復原生產，包括民生物資的分配及硬體預防措施的準備。軍事防衛是

最後一道防線，靠堅強的陸、海、空、電子資訊等防禦，使中共無法跨

越台灣海峽，國軍快速反應、有效打擊、防衛固守則是平時國防建軍的

目標。陳水扁雖提出「全民防衛」，但與「全民國防」的理念是一致的，

也就是要達到「在平時，將能有效支援軍用科技的發展，在戰時，全民

防衛就是將民間力量轉為國防力量的主要機制」。42 

 

中華民國政府所採納的是「綜合性安全」理念，政府的基本責任是

「提供安全、無懼的生活環境，建立永續繁榮、發展的基礎」。政府表

明在政治上需「厚植民主政治基礎、齊一國家認同」；在經濟上「發展

國家經濟，支援國防建設」；在心理上，「凝聚生命共同體的認知，堅定

捍衛民主的決心」；在軍事上，「精進國防軍事組織，嚴密防衛作戰準

備」。其中，政治建設是基礎，經濟建設是後盾，心理建設是動力，軍

事建設是核心。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在一篇「從不確定時代到務實

時代」，提到政府要走的方向包括：增加國際活動空間及國際支持；政

治要更現代化、合理化；在西太平洋機構、國際經濟社會中更能舉足輕

重；國防力量、經貿、金融、文化、科技等之國際活動力；理想的國防

構想；和平的大陸政策。它反映出來的正是「綜合性安全」的理念。43 然

而，李總統認為經濟繁榮、政治改革、務實外交，「如果沒有國防策略

與建設的加強，則台灣的生存發展便無所憑恃」。44 

 

就台灣安全而言，我國決策者受制於中共的武力威脅，尤其需要發

                                                 
42 《陳水扁國家藍圖：國家安全》，頁八十一。  
43 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三八七至三九○。  
44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頁二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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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綜合國力」。決策者關注的是國家的生存，而軍備增強與外援的爭

取，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工具。其次，決策者也注意到國力的無形

資源如文化的吸引輻射力、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意識型態、生命共同體

的建立，來補充「硬性權力」的不足。台灣民主化、經濟發展的「台灣

經驗」雖難以短期內對中國大陸有「和平演變」的效應，卻是兩岸和平

解決最值得珍視的途徑。台灣若能善用「軟性權力」，以民主爭取國家

意志力的凝聚，並發揮資訊科技的功效，當可在我方的相對優勢上形成

較大的戰力。「綜合國力」凸顯有形力量絕不是國力的全部，而無形國

力要素是倍增器，可使有限的有形國力發揮較大的作用。 

 

鑒於「軍事事務革命」影響到國軍指、管、通、情、電戰力的綜合

發揮，而資訊戰的重要性使「科技強軍」的需求增強。在行政院「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方案」宜更加重視「科學技術動員」一項，以開發國防、

戰爭所需的科技，結合更多現代化專業技術人才，加強科學研究設施建

設。尤其是，台灣應擁有資訊戰攻防相關行動的基本能力，如發動電腦

網路攻擊及引進病毒的程式碼。台灣在資訊戰方面，可從民間的科技轉

入到軍事用途，屆時我方運用資訊戰活動的能力會大幅的提升，發揮不

必近戰就可制敵的「以小搏大」效果。「科技動員」既可發揮軍民結合

的力量，也可將經濟利益、社會效益和軍事效益結合為一，更進一步體

現「全民國防」的要義。45 

 

中共雖然尚未具備對台進行高科技、外科手術式戰爭的能力，卻可

使用多種軍事手段及不對稱戰法，使台灣內部民心、士氣、基礎設施受

到嚴重破壞。長期以來，在觀念、法制、組織上，台灣的心防與民防重

要性受到忽略。政府除宣導保身、保家、保鄉、保國的「全民國防」觀

念外，早日通過「民防法」及研擬「全民防衛法」，才能使軍隊、政府、

企業、民眾能有效予以整合，研擬各項緊急應變計劃，以安渡台海危機。
46 

戰爭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軍人的素質是國軍現代化的最重要決定因

                                                 
45 《陳水扁國家藍圖：國家安全》，頁八十一。  
46 《陳水扁國家藍圖：國家安全》，頁九十二；「全民防衛法草案一年內制定」，《青年日
報》，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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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民眾對施政的支持也是「全民國防」落實的首要關鍵。「新台灣人

主義」藉對民主制度、自由經濟社會制度的認同，來凝聚「生命共同體」，

使中共需面對的是精而團結而不是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台灣。「生命

共同體」的理念是使台灣軍民有「台灣值得、可以、能夠一戰」的信心，

而且體認國家安全不能完全仰賴美國與日本。台灣若能結合「新台灣人

主義」、「全民國防」、「科技強兵」，當可發揮「以小搏大」的力量，至

少可維持海峽「不戰不和」的局面。 

 

三、信心建立措施的嘗試 

亞太地區除元首高峰會盛行之外，在經由「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對話過程，逐漸接受「信心建立措施」(CBMs) 的安排。「信心建

立措施」的途徑分為五種。「資訊性措施」包括各國互換有關軍事力量、

軍事行動的資訊，來增加透明度，降低對其他國家軍力、部署的不確定

性。「溝通性措施」如「熱線」的設立，旨在提供討論歧見的論壇，以

更瞭解彼此的意圖。「接近性措施」(access measures) 提供一個管道，來查

證軍事資訊及政策聲明的可信度。「接近性措施」包括：軍事演習的觀

察；當場查證軍事活動；開放領空機制的安排。「通知性措施」指的是

軍事行動的事先通知，以免使其他國家措手不及，旨在增強可預測性。

「限制性措施」則是禁止特定種類的軍事行動，如分隔區 (disengagement 

zones) 安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次數及時間等。47 此類措施在朝鮮

半島與「東協區域論壇」已部分付諸實施，而適用到台海兩岸的討論正

方興未艾。 

 

連戰與陳水扁均主張台海兩岸應有「信心建立措施」的規範。連戰

在「連十條」中，涉及「信心建立措施」的部分有二條，包括第六條：

「協商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推動軍事相關人員交流互訪，以及演習

通報、查證與互派觀察員，並建立雙方領導人熱線」；第七條：「簽署兩

岸和平協定，以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創建台海和平區，確保兩岸繁榮發

展及亞太安全」。連戰亦提及「優先協商開放金馬地區與大陸沿海地區

的商務、航運往來，進而建立金馬福建和平區」。陳水扁亦主張「設置

                                                 
47 Study on Defensive Security Concepts and Polic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pp.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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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設立衝突防治中心」、「分隔區安排」（非軍事化區）、「相互邀

請觀察員參觀軍事演習」等為現階段可行措施。48 兩岸的「信心建立措

施」有其必要，也可以在「宣示性措施」（如不使用武力）、「資訊性措

施」（公布國防白皮書、年度軍事活動進程）先單方片面履行，以贏得

對方的善意，而有類似相對的安排。台海兩岸亦宜運用「第二軌道」論

壇，關闢「信心建立措施」小組，納入專家、退休官員，先行研擬近、

中、長程相關措施，以供兩岸政府談判的參考。 

 

中共對是否於台海地區進行「信心建立措施」的嘗試，有正反兩方

面意見。支持的意見包括：此舉可降低兩岸的緊張，中共可減少在東南

沿海的軍事部署，並將兩岸兩岸合作轉向南海地區。反對的意見則有：

「信心建立措施」是主權國家之間的行為，不應給台灣有任何地位提升

的聯想，而在「一個中國」原則未確定之前，侈談此類措施是不切實際。

中共要求台灣談判結束敵對狀態，亦有專家提出「棋戰」的思維，以維

持兩岸長期穩定的和平局面，因為在「棋戰」模式之中，「兩岸雖然還

有嚴重的分歧和爭端，但會有一個雙方都遵守的遊戲規則，也會有一種

互不衝撞對方底限的默契，還會有一種知道對手不至因為一著棋的得失

就翻臉的心理期待，這樣就能把雙方的爭鬥限制在『大陸不急統、台灣

不急獨、兩岸漸趨同』的框架內，從而使長期的和平與穩定得到保障」。
49 相較於台灣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熱衷，大陸顯得低調並採取模糊的

立場。 

 

在連戰提及將金馬視為對大陸商務、航運往來的試點之後，二○○

○年三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通過「離島開發建設條例」，開放金門、馬

祖、澎湖地區得與大陸地區先行試辦「小三通」，而國防部應減少離島

軍事管制。50 毫無疑問，金馬作為國共衝突危機的第一線，除了將轉為

和平接觸的最前線，也可引用「信心建立措施」來達到緩衝區與和平區

的目標。台海兩岸三通先海後空、先貨後客的原則之外，使中國大陸的

航空器載運旅客赴台，但不越過台海中線，而由台灣民航機以國內線接

                                                 
48 《陳水扁國家藍圖：國家安全》，頁六十六。  
49 黃嘉樹，「棋戰思維與兩岸關係」，《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九月號，頁四十五。  
50 「金馬澎湖將試辦『小三通』」，《聯合報》，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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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來台，也是一種可能的設計。這種由兩岸先在金馬離島試點，先由經

濟、貿易、航運接觸，再擴及政治、軍事的相關部署調整，有其靈活的

一面，也可能隨著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更有開拓的空間。

此外，台灣在東、南沙換防，是單方片面採取「信心建立措施」，台北

與北京在南海的合作雖取決於台海情勢，但兩岸在南海若能有創意與善

意的思考與安排，反過來也可改善台海兩岸對峙的氣氛。 

 

結論 

陳水扁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國防政策白皮書」，有相當具體的內

容作為日後施政的參考。基本上，該白皮書的重點，包括：一、採納「綜

合性安全」概念，主張強化國安會、國安局功能；二、以攻勢防禦取代

守勢防禦，主張境外求戰，研發中、短程地對地飛彈及巡弋飛彈，支持

加入 TMD；三、主張進一步裁軍至二十五∼二十六萬人；逐步推動募兵

制；縮短常備役期；四、重視船舶動員及強化國軍災害救助訓練；五、

強調「民防法」早日制定及加強整建民防措施；六、強調培養女性國防

意識及支援生產能力；七、以「知識、數位」為建軍重點；八、提議推

動「軍人法」（軍人權利義務基準法）。在「國防法」通過之後，新政府

繼續進行軍政、軍備、軍令三體系的組織再造及相關法令研修，亦刻不

容緩。 

 

新政府將面臨到台灣組建 TMD的選擇方案，美國擱置台灣採購特定

TMD系統的可能性極大，而中共也會對美、對台施加強大的壓力。兩岸

不管有無恢復對話，中共勢將持續提升「抗美」、「防獨」、「促統」、「奪

台」的能力，而台灣也會持續基本的嚇阻能力，爭取早日具有軍事報復

的能力。台海兩岸一方面各自加強軍備，另一方面又試探「信心建立措

施」的可能性，是合乎邏輯的推論。冷戰時期的東西歐、南北韓、印度

巴基斯坦等，都是具體的前例。即使有「信心建立措施」的安排，也不

保證和平的永久性。台灣因應中共飛彈的軍事選擇方案、在金馬試行「信

心建立措施」，屬於戰術層面的設計，「全民國防」才是國防政策的重點。 

 

「全民國防」旨在結合台灣內部政府、企業、民眾各部門，共同抵

禦外來的國防威脅。「全民國防」除了軍事防衛的核心之外，包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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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社會防衛（精神動員、人力動員）、經濟防衛（物資動員、經濟動

員、財力動員）及民防（交通動員、衛生動員）等。一旦中共對台用兵，

不僅需要面對中華民國國軍的堅強抵抗，也需面對台灣全體民眾的抗

爭。這指出保衛台灣安全有軍事面及政治面，即軍事防衛及政治防衛兩

方面，或武裝國防與非武裝國防兩種策略。「全民國防」的認知指的是

「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而心防、民防與軍事防衛

同等重要。 

 

為進一步落實「全民國防」，政府需要提升「中央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業務會報」位階，及早制定「全民防衛法」草案，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

召集人，協調、整合各部會、公私部門，使「綜合國力」更加發揮。行

政院若能在「全民國防」、「全民防衛動員」機制上，寬裕年度預算、增

加人員編組，才能使「全民國防」在最短時間內，由中央落實至地方，

由政府擴及民間，達到「全民制敵」的效果。 

 


